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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例

「法例」一章之重點為「民法的意義與法源」、「法定文書之製作方

式」及「確定數量之標準」。本章乃是民法學習的起點，其中「法律之解

釋方法」更亟具法學思維之重要性，然而因為本章內容於考試上鮮少單

獨命題，所以讀者研讀之際，應著重於本章之理解，才能在往後的實例

題中實際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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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之意義及法源

民法之意義：規範私人間權利義務法律關係之法律

民法之法源：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

（§1）

法律：從廣義解釋，不僅指立法院通過而經總統公布之法律，並

且包括行政規章、自治法規及條約

★法律之解釋方法

習慣：民法第 1 條之習慣，乃客觀上有多年慣行之事實及普通一

般人之確信心為成立基礎之「習慣法」

法理：依法律精神演繹出之一般法律原則

★法律漏洞與非固有之漏洞

法定文書之製作方式（§3）

確定數量之標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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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民法的意義及法源

一、民法之意義

民法，乃規範私人間權利義務之法律。準此以言，倘法規範之內容

係規定私人間之權利義務者，即為民法典。

二、民法之法源

民法第 1 條規定：「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

法理。」揭櫫民法之法源包括法律、習慣、法理及其適用次序外，

更肯認制定法之漏洞得以習慣及法理予以填補，法院不得以法律無

明文規定而拒絕裁判。

法律：

民法第 1 條之法律應採廣義解釋，不僅指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

之「法律」，尚包含行政規章、自治法規及條約，然而並不包括憲

法在內。具體之事實，需具備法規範的要件，始克發生一定的法

律效果。是以在「涵攝」1的過程當中，對於法律規範概念之詮釋

即為法律解釋。

法律解釋之主要方法包括「文義解釋」、「體系解釋」及「目的解

釋」，分述如下：

文義解釋：

所謂「文義解釋」乃依法律之文字意涵而為詮釋。質言之，文

義是法律解釋的開始，也是法律解釋的終點。法律解釋始於文

義，然而由於文字往往具有多義性，故應依法律意旨決定可能

解釋之範圍。

1 「涵攝」乃將具體案件事實，置於法規範之要件下，獲致一定結論之思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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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於「可能的文義」範圍內，縮小文義之範圍者，乃「限縮解

釋」，如民法第 1 條之「習慣」，文字意涵包括「習慣法」及「事

實上習慣」而言，然通說認為事實上習慣不具法源性，而將「習

慣」之解釋限於「習慣法」；反之，擴大文義之範圍者，則為「擴

張解釋」，如民法第 194 條之「子女」，依民法親屬編之體系解

釋可知乃限於「婚生子女2」及「養子女3」而言，然而通說認

為本條所規範者，非父母子女間之權利義務，而係侵害他人生

命權，對於與被害人有一定血統關係之人所受之精神痛苦之賠

償問題，「非婚生子女4」因生父遭他人不法侵害致死所受之精

神痛苦，本於平等原則不應與婚生子女有所區別，故解釋上本

條之「子女」包括「婚生」及「非婚生」子女5。

體系解釋：

法律體系可分為「外在體系」及「內在體系」。前者，乃法律的

編制體例，如民法第幾編、第幾章、第幾節、第幾項、第幾款，

及前後條文的關連位置；後者，則係法律秩序的內在構造、原

則及價值判斷而言。

外在體系旨在依條文之編制體例，闡明法律之規範意旨。如「子

女」之解釋，揆諸民法親屬編之規定僅限於婚生子女及養子女

而言。

內在體系則係按法秩序之階層結構，憲法居其頂層，其下為一

般法律，再其下為命令，基於法秩序統一性的理念，應使其互

相協合，不生衝突之解釋方法。如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 4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修正之民法第九百八十八條之規定，於民法修

正前重婚者，仍有適用。」是依本條之文義，善意信賴之重婚

2 「婚生子女」依民法第 1061 條之規定，乃謂由婚姻關係受胎而生之子女。
3 「養子女」依民法第 1072 條之規定，乃收養他人之子女為子女時，其收養者為

養父或養母，被收養者為養子或養女。
4 「非婚生子女」依民法第 1061 條之反面推論，即非由婚姻關係受胎而生之子女。
5 王澤鑑，民法總則，2004 年 3 月版，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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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限於雙方善意且溯及既往於民國 96 年修正之前，然而釋字第

552 號解釋，明示善意信賴之重婚於釋字第 552 號解釋作成之

前無溯及既往之效力，是學者即主張民法親屬編施行法第 4 條

之 1 第 2 項僅得溯及於釋字第 552 號解釋作成之時，以符合法

秩序解釋之和諧6。

目的解釋：

任何法律均有其規範意義和目的，解釋法律乃在實踐法律的意

旨，因此解釋法律時必須顧及其「立法意旨」。如民法第 184 條

第 1 項前段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

損害賠償責任。」本條之「權利」是否包括「債權」，通說認為

本條之規範意旨旨在平衡保障被害人之權利與行為人之行為自

由，準此，因債權欠缺典型之社會公開性，故要非過失侵權責

任之保護範疇7。

習慣：

「習慣」解釋上包括「事實上習慣」及「習慣法」而言。前者僅

具客觀上多年慣行之事實而已，後者更具備主觀上一般人之確信

心為成立之基礎。通說以為，「事實上習慣」不具備法源性而無補

充法源之效力，故民法第 1 條之習慣專指「習慣法」而言8。

最高法院 17 年上字第 613 號判例（習慣法之解釋）

※習慣法之成立，須以多年慣行之事實及普通一般人之確信心為其

基礎。

民法第 2 條規定：「民事所適用之習慣，以不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

風俗者為限。」依通說之解釋兼指事實上習慣及習慣法而言。而

民法第 1、2 條以外之「習慣」則僅指「事實上習慣」而言，如民

6 林秀雄，親屬法講義，2011 年 7 月初版，頁 92～94。
7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2011 年 8 月版，頁 217～222。
8 王澤鑑，註 5 書，頁 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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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 207 條第 2 項即為著例9。

法理：

所謂法理，係指法律之原理，亦即自法律精神中所推演出的一般

法律原則。我國所承認之法理，略有下述兩者：

外國立法例：最高法院曾援引外國立法例而為法理之基礎。

最高法院 59 年台上字第 1005 號判決（外國立法例作為民事法源）

※因上訴人之增加設施，所借用房屋之價值顯然增加，在我民法使用

借貸一節內，雖無得請求償還或返還其價值之明文，然依據外國立

法例，即不乏得依無因管理或不當得利之法則，請求償還或返還之

規定，則本於誠實信用之原則，似非不可將外國立法例視為法理而

適用。

法律漏洞與非固有漏洞10：

法律漏洞：

法律漏洞，乃依法律之內在目的與規範計畫，應有所規範而

未設規定者。法律漏洞又可分為「公開漏洞」與「隱藏漏洞」，

前者乃依法律之內在目的與規範計畫，應有積極規範卻未設

規定，解釋上應依「類推適用」予以填補；後者乃依法律之

內在目的與規範計畫，應有消極地設有限制卻未限制，解釋

上應依「目的性限縮」予以填補。

「公開漏洞」應「類推適用」其他規定加以填補。質言之，

將法律明定事實類型 A 之法律效果，比附援引於法律漏未規

定之事實類型 B。類推適用時首先應探求某項法律規定之規

範目的；其次則在判斷得否基於「同一法律理由」，依平等原

則將該項法律規定類推適用及於其他法律所未規定之事項。

此項基於平等原則而為之價值判斷，一方面用於決定法律漏

洞與立法政策錯誤之界限，作為認定法律漏洞之依據，另一

9 王澤鑑，註 5 書，頁 63～64。
10 王澤鑑，請求權基礎理論體系，2006 年 2 月版，頁 30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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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則作為類推適用之基礎。

最高法院 84 年台上字第 163 號判例（買賣不破租賃之類推適用）

※民法第 425 條規定之適用，固以讓與租賃物之所有人為出租人為其

要件，然第三人如得所有人同意而為出租時，仍得類推適用該條之

規定。

「隱藏漏洞」應「目的性限縮」法規範之文義範圍。如通說

認為，民法第 92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之「第三人」，應目的性

限縮排除相對人締約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蓋相對人利用他人

擴張自己之利益範圍，自應並同承擔其行為之風險。

非固有漏洞：

非固有漏洞，乃關於某項問題，自立法政策而言應設規定而

漏未規定。非固有漏洞乃立法者之形成之自由，解釋論上不

得逕依類推適用或目的性限縮予以填補，而僅得循修法程序

為之。

判例（X）：

我國非習慣法（Common Law）法系國家，最高法院判例之法

律見解並無拘束下級審法院之效力，然而，倘若下級審法院之

裁判牴觸判例之法律見解者，最高法院得以下級審之裁判牴觸

判例所闡釋之法律意涵而予以廢棄。準此，判例雖無法律上之

拘束力（非民法之法源），卻多為下級法院所遵循，而具有事實

上拘束力。

關於自然人出生，通說採取獨立呼吸說。有人認為，其實完全露出說

比較科學，理由如下：呼吸固然為生命存在之特徵之一，即使呼吸停

止亦不得謂為死亡，特別是在當今醫學較發達的今天。所以就算採取

獨立呼吸說，該生命開始之時應該溯及于自出生完了時。假設 A 出生

於 1 月 1 日，但由於 A 體質衰弱，等到 1 月 2 日才開始獨立呼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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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按照獨立呼吸說，A 於 2 日起才取得民事權利能力，顯然與出生這

一客觀事實不相符合，從而得出獨立呼吸說不及完全露出說那麼更利

於保護胎兒的權益。請問你同意這種觀點嗎？ 【96 地特三等行政】

本件涉及民法第 6 條之「出生」之解釋爭議，茲分述如下：

民法第 6 條之「出生」解釋上有「獨立呼吸說」與「完全露出說」之爭：

獨立呼吸說以為，胎兒除應自母體分離外（出），尚須為活產者（生），

始具有「人格」而得享有權利能力。

完全露出說則以為，胎兒自母體分離者即屬出生，蓋因現代科技之

進步，胎兒與母體分離及獨立呼吸或有間隔，採獨立呼吸說者未能

顧及胎兒利益之保護。

依「文義解釋」、「體系解釋」及「目的解釋」下，管見以為應以「獨

立呼吸說」為可採：

按民法第 6 條之文義解釋，採「獨立呼吸說」者，同時包括文義之

「出」及「生」；反之，「完全露出說」未能兼顧法條之文字意涵。

再按，「完全露出說」所指摘「獨立呼吸說」之弊病，於民法第 6 條

與第 7 條之體系解釋下亦不存在。蓋依題示之例，A 於 1 月 1 日與

母體分離，遲至 1 月 2 日始獨立呼吸，依獨立呼吸說之見解，A 於

1 月 2 日始為出生而取得權利能力，然而 1 月 1 日已然與母體分離

之 A 因尚未出生，而仍有民法第 7 條之適用，故關於 A 利益之保護

仍應視為既已出生。

末按，依民法第 6 條之目的解釋，出生之解釋乃為界定自然人權利

能力之始期，並區辨自然人與胎兒之間不同。倘依「完全露出說」

之見解，胎兒僅需與母體分離即屬於人，倘若其嗣後均不曾獨立呼

吸，而未曾存在獨立之人格又如何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似存有解釋

上之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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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民法立法原則及結構分析

一、各章節間之關聯性

民法

財產法

身分法

民法總則

債編

物權編

親屬編

繼承編

二、民法之法律價值

最上位概念－誠信原則：

民法第 148 條第 2 項：「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及信用方

法。」在最高法院歷來之決議及判決中雖然並未明確定義其意涵，

但在具體個案中，法院仍會審酌個案事實，判斷當事人行使權利

或履行義務時，是否有違反誠實信用原則之情事。

舉例而言，債權人之請求權業已罹於時效，債務人固得行使抗辯

權，惟如債務人行使時效抗辯權，卻違反誠信原則者，即為權利

之不法行使，應予禁止。債務人於債權人起訴前或起訴後，與債

權人協議拋棄時效抗辯權，惟保留其餘抗辯權，既為其處分權所

得支配範圍，自有拘束兩造及法院之效力。如債務人違反其協議，

於訴訟上仍為時效完成之抗辯者，即難謂非違反誠信原則（高院

95 保險上更 6 判決參照）。

再舉一例說明，就實務上常見之一屋二賣案例，甲將其名下之 A

屋先以新台幣（下同）500 萬元出賣予乙，復於一週後，以 700

萬元出賣予丙，此時民法上應考慮是否應使前後兩個買賣契約均

為有效。如後者無效，則甲必須履行與乙之間買賣契約；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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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均為有效，則甲僅得履行其一。就一般人之法律感情中，似乎

多認應使後者無效，但為兼顧交易進行及物之經濟價值充分發

揮，宜認前後兩個買賣契約均為有效，但為落實誠信原則，若甲

對其中之一履行契約，則應使甲對另一方負債務不履行之賠償責

任（§226 參照）。

簡單地說，民法中的誠信原則，就如同憲法一般落實於民法各個

章節中，即使法條未明文規定「誠信原則」，其立法意旨也常彰顯

誠信原則之立法目的。

各編之法律價值：

總則：

無行為能力人與限制行為能力人（主要為未成年人）權益之

保護：

民法基於考量保護法律上弱勢一方之立法原則，就智慮未深

亦即未成年之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應特別加以

保護。

交易安全之保護：

民法所規範之交易關係，可能涉及第三人，為加速交易之進

行，避免一般不特定人在進行交易時，因交易成本過高而蒙

受損害，故應加強交易安全之保護。

債編：

契約自由與契約正義：

契約自由原則，內容包括是否訂立契約之自由、與誰訂立契

約之自由以及契約內容之自由。但如貫徹契約自由，則可能

導致該契約欠缺公平正義之內涵。舉例而言，在勞資雙方不

對等之法律關係中，如由勞方（即僱用人）單方訂定極度不

利於他方之條款時，則他方自得主張該條款無效而不受拘束

（§247-1 參照）。

動的交易安全之保護：

債編主要規範債權債務關係，因此強調動態交易間當事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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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關係，又為加速交易之進行，避免一般不特定人在進行

交易時，因交易成本過高而蒙受損害，故應加強對動態交易

安全之保護。

物權編：

靜的財產權歸屬之保護：

物權編強調對特定標的物之支配，因此，相較債編而言，特

別關注對於財產權歸屬之保護。舉例而言，當所有人之所有

物遭侵奪時，所有人得依民法第 767 條規定，請求返還所有

物，並請求排除侵害。

充分發揮物之經濟效用：

物為社會經濟資源，如何使其充分發揮經濟效用即為物權編

另一立法原則，但在共有法律關係中，亦因共有人眾多而無

法使共有物儘速進入使用收益之狀態，故在民國 98 年修法

時，新法傾向簡化共有物管理之決策方式，並促使共有關係

消滅（§820、§823 參照）。

身分法（親屬編、繼承編）：

人性尊嚴：

身分法重視人之存在，並且認為人本身即是一種價值，在發

生人與人間之法律關係時，即應予以尊重，故特別重視「當

事人之真意」。例如：結婚或離婚均以當事人有真意為必要，

如當事人非真意而結婚或離婚，即應認該結婚或離婚無效。

男女平等原則：

民法近年來落實男女平等原則，在新法規定中，已刪除許多

男女不平等之規定。

未成年子女利益之保護：

民法延續民法總則對於未成年人之保護，在親屬及繼承編法

律關係中，涉及子女身分之取得，及成年前之保護教養，甚

至未來是否得主張繼承權之問題，故特別重視對於未成年子

女利益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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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則兩大保護核心：

無行為能力人及限制行為能力人利益之保護：

在民事財產法中，立法者為了明確規定社會生活中各項交易（例

如：買賣、贈與）之效力，以及統一法律之適用，原則上以「年

齡」為標準，用三分法將人分為三大部分，分別為完全行為能

力人、限制行為能力人及無行為能力人。從法律之架構中，可

以知道上述三大部分有不同之處理方法。

尤其是在未成年人部分，由於未成年人智慮未深，因此立法者

為了保護未成年人，通常不要求未成年人必須負擔一定之法律

責任，如未成年人所為之法律行為有效，則未成年人勢將須為

自己之行為負責，而在其智慮未深之情形下，就可能使其蒙受

不利益。例如：五歲之甲購買價值一億元之豪宅，則應考慮是

否須使其給付一億元之價金。

有鑑於此，在未成年人所為之法律行為效力部分，通常會以「無

效」或「效力未定」之方式加以規範。另外，透過學說之解釋，

某些責任亦因此項立法精神之貫徹，未成年人得免負賠償責任。

無行為能力人：

單獨行為－無效（§75）。

契約行為－無效（§75）。

限制行為能力人（§77～§79、§83～§85）：

然而，在民國 98 年 11 月 23 日起，因應民法總則有關「監護

宣告」及「輔助宣告」制度之施行，傳統上完全行為能力人

透過「禁治產宣告」而完全剝奪其行為能力之制度有了進一

步之改變，亦即將「禁治產宣告」制度刪除，並增訂「監護

宣告」及「輔助宣告」制度，在學習上及命題上，自 99 年高

普考、地方特考起，均為出題重要之觀念，請一併注意。

交易安全之保護：

在民事財產法的學習中，牽涉許多財產交易事件，以及財產權

利的變動。因此，在交易過程中，必須先學習最基本之法律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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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模型，亦即兩人關係，舉例而言，甲出售 A 古董予乙，則應

考量甲、乙間之買賣契約關係。

然而，在實務上及國家考試中，完整之法律關係，往往不僅涉

及雙方當事人，而擴展至到第三人，以前例延伸說明，例如：

乙再轉賣 A 古董予丙。但事後甲可能因發現乙詐欺甲而撤銷其

出賣之意思表示，則乙即非所有權人，而無權處分甲之 A 古董，

此時甲勢將向丙主張權利，請求丙返還 A 古董，而丙則可能主

張因不知情甲、乙間之交易情形而拒絕返還。

由前例可知，民法規範之基本模式係以「雙人模型」為基準，

亦即法條設計原則上係以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為

基準，較少涉及第三人之條文。然而，在具體情形中，第三人

總是會因不知悉交易相對人與其前手潛在之法律關係，也往往

無法進一步查證，如欲進一步查證，則將使交易成本過高，而

拒絕進行交易。從而法律制度上便必須就部分可能導致第三人

受損害之情形，預先對第三人作保護之規定，亦即保護「善意

第三人」之立法原則。

但要注意的是，該第三人必須是因法律交易關係而牽涉之第三

人，亦即，在沒有辦法探知或探知成本過鉅，與其交易之人其

與前手之法律關係是否影響自身權利之存續或取得之人，若是

無法律關係為基礎之第三人（例如：繼承人），則無特別予以保

護之必要。

甲將其所有之腳踏車停放於某乙家旁之停車場，乙將該車出賣於丙，

請問：在法律價值取捨時，應如何看待此問題？

在法律價值取捨時，應考慮須優先保護原所有權人甲，或受讓腳踏車

之第三人丙。原則上，應先保護靜態之財產權歸屬，亦即原所有權人

甲，但基於保護交易安全，如丙為不知情之第三人時，則可例外加強

保護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