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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本院法律系劉振鯤老師曾隨余修習民事訴訟法，成績優異，

民國七十七年本院法律研究所入學考試，劉君以第一名成績錄

取，其用功之勤，殊值嘉許。劉君於研究所結業後，即受聘本院

法律系講授法學緒論與民商法課程，頗得同學好評。前於八十四

年八月完成法學概論一書，就法律基礎理論及各主要法律作扼要

介紹，頗適合初習法律及非法律系同學之參考。近年來更完成實

用民法概要一書，觀其內容，除就民法重點之闡述外，並將相關

之法律名詞以法律小辭典之方式，附註於旁，更將有爭議之法律

問題，於適當章節，列為專欄加以研究分析；在各章節之後，又

列有基礎習題與應用習題；另就某一法律問題深入研究之論文，

亦併在相關處所註明。此均非一般民法概要書籍所能及，故本書

雖名為「概要」，實具有相當實用之價值。深信此書之出版，非

僅對於初習法律或非法律系之讀者有相當助益而已，一般習法

者，亦可作為重要參考。爰樂為之序。 
 

 

楊 建 華 
序於中國文化大學法學院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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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小辭典 

⊙民商統一制

度： 
  世界各國

關於民商法的

立法體例，大別

可分為「民商統

一制度」與「民

商分立制度」。

「民商統一制

度」，並不區分

民事行為與商

事行為，故立法

體 例 僅 有 民

法，並無商法，

例如瑞士。 
 
⊙民商分立制

度： 
  指將民事

行為與商事行

為分別立法，故

有民法與商法

之別，例如德

國、日本。 

 
實用民法概要 

第一編 總則 

第一章 導讀 

第一節 民法的意義與體例 

  民法（Civil Law，德文 Bügerliches Recht）是規範國民社會生活

的法律，因為所規範者是關於民事的權利義務，故為民事法律關係的

實體法。又因為不涉及國家行使統治權的作用，故其性質屬於私法。

論其內容；每一個國民從出生到死亡的民事法律關係皆包含在民法之

範疇中，所以民法是最重要的民事法律，可以說是國民生活的基本大

法。 
  每個人的一生都不免要經歷生、老、病、死的過程，這其間所發

生的民事法律關係，大致可分為財產關係與身分關係。財是人生養命

之源，終人一生，日夜營營，所為無非名利二字，歸結起來就是為財

產的累積，與財產相關的法律關係，則是「債」與「物權」。身分是

人生立命之本，從出生時的姓氏到婚姻，從親子關係到繼承資格，皆

與身分息息相關，此與身分相關的法律關係，就是「親屬」與「繼承」。

  故民法所規範者可大別為二，一是財產法：包括債與物權，旨在

規範私經濟秩序。二是身分法：包括親屬與繼承，旨在規範家庭倫理

秩序。另將民事法律所通用之原則編為總則，冠於其前，由這五者共

同構成民法的內容。亦即是第一編：總則、第二編：債、第三編：物

權、第四編：親屬、第五編：繼承，計 1 至 1225 條，此種編排體例，

係沿襲德國民法的五編制。 
  若從整體的立法體例而言，我國則是參考瑞士民法的「民商統一

制度」，不區分民事行為與商事行為。換言之，並未另以商法規範商

事行為，而將經理、代辦商、行紀、倉庫、運送營業等商事行為，併

在民法債編中規定。但這只是在法律適用上不區分民事行為與商事行

為，事實上我國在立法形式上，仍有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

法等所謂的「商事法」，其性質為民法的特別法，故可稱為實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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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法。因此學者認為我國也並非完全採用「民商統一制度」，而是

採取「折衷的民商統一制度」。 
  我國現行民法是在民國 18 年（1929 年）至 20 年（1931 年）所

陸續公布施行的，其條文結構與公布施行日期，附以簡圖說明如下：

 
 
 
 
 
民 
 
 
 
 
法 

  總則編 
（共 6 章，1-152 條） 

 

 18.05.23 
18.10.10 
71.01.04 
97.05.23 
104.06.10 
108.06.19 

公布 
施行 
部分修正 
部分修正 
修正第 10 條 
修正第 14 條 

      

  

財

產

法 

債編 
（共 2 章，153-756 條） 

 18.11.22 
19.05.05 
88.04.21 
89.04.26 
98.12.30 
99.05.26 

公布 
施行 
部分修正 
部分修正 
修正第 687、708 條 
修正第 746、753 之 1 條 

     

  
物權編 

（共 10 章，757-966 條） 

 18.11.30 
19.05.05 
84.01.16 
96.03.28 
98.01.23 
99.02.03 
101.06.13 

公布 
施行 
部分修正 
部分修正（擔保物權） 
部分修正（通則及所有權） 
部分修正（用益物權及占有） 

 部分修正（遺失物拾得人報酬） 
      

  
 

身

分

法 

 
 
 
 

親屬編 
（共 7 章，967-1137 條） 

 19.12.26 
20.05.05 
74.06.03 
… 
102.12.11 
103.01.29 
104.01.14 
108.04.24 
108.06.19 

公布 
施行 
部分修正 
…（略） 
修正第 1055-1 條 
修正第 1132 條 
修正第 1111-2、1183 條等 
修正第 976 條 
增訂 1113-2～1113-10 條 

     

  
繼承編 

（共 3 章，1138-1225 條）

 19.12.26 
20.05.05 
74.06.03 
… 
104.01.14 
 

公布 
施行 
部分修正 
…（略） 
修正第 1183 條增訂 121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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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民法的基本原則 

第一項 民法思想的演進 
  法律不僅是一種規定，而且是社會思想的具體表現，所以當社會

思想變動時，法律亦將隨之改變。從羅馬法到現在，民法的基本觀念

隨著時代變遷，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一、義務本位時期 
  從西元前五世紀的羅馬帝國到中世紀時期，是一個封建制度所支

配社會，領主與農奴之間階級分明，法律的基本觀念，是在使國民向

國王效忠，國民雖無太多的權利可言，卻須忠誠的盡其服兵役、納稅

等義務。 

二、權利本位時期 
  十一世紀末葉起，受到十字軍東征的影響，歐洲城市商業復興，

中產階級興起，改變歐洲社會的經濟結構，政治與法律制度亦隨之變

動，新興的民族國家在十二、十三世紀已開始繼受羅馬法，受其個人

主義思想的影響，法律必須保障個人權利的呼聲逐漸高漲，從 1215
年英國的大憲章到 1789 年法國的人權宣言均說明此一趨勢，尤其在

十八世紀法治國思想興起後，個人的權利保護更成為法律的中心思

想，十九世紀德國學者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 1818-1892）的名著

「為權利而奮鬥」，可謂是當時思潮的典型代表。 

三、社會本位時期 
  由於權利本位思想導致個人權利的擴張與濫用，反而造成社會公

益的不利，二十世紀以後的法律思潮，即轉而重在權利的社會性，認

為權利的行使應有益於社會，不得反有害於社會，故法律對於權利的

行使應加以相當義務之約束，以謀求社會共同生活的福祉。 

第二項 民法基本原則與趨勢 
  我國民法一大特色乃是繼受法，主要內容繼受自德國、法國、瑞

士、日本等國之民法，尤其以德國民法為主。我國法學家王寵惠先生

曾謂：「德國民法是用字最審慎，體裁編列最科學之法典，係卓越德

國學者 22 年間細心研究之成果。」英國現代法律史之父梅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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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deric William Maitland, 1850－1906）亦強調：「德國民法係舉世

最縝密的國內法。」並謂：「我以為，從未有過如此豐富的一流智慧

被投放在一次立法行為當中。」因此我國在法制現代化過程中，選擇

德國民法為主要繼受的對象。整部民法整體上是以具備有行為能力的

人作為權利義務的主體，以私法自治為原則，建構起以權利義務觀

念，及過失責任主義為中心的法律體系。但基本上民法的結構是屬於

權利本位時期的產物，由於前述法律思潮的改變，現代民法已朝向社

會本位發展。過去在 1804 年法國民法為近代民法確立的所有權絕對

原則、契約自由及過失責任主義等三大原理，在將近兩百年以後，已

經隨時代的浪潮衝擊而有所變動。 
  另外過去個人主義發達時期，要求國家權力以不干涉私法領域的

原則，在現代「福利國家，給付行政」的觀念下，政府為保障經濟弱

者及維護社會公益，反而立法規定國家公權力對於私法關係作必要的

監督或干預，致使私法領域亦有部分公法色彩，例如對契約自由的修

正（如強制訂約，詳如後述）、管制經濟秩序（如公平交易法）、維護

消費者權益（如消費者保護法）等，學理上稱此種情形為「私法的公

法化」。不過值得玩味的是，源於十九世紀的私法自治理念要求政府

的干預越少越好，在二十世紀卻因為防止其濫用的流弊而使政府管制

積極介入私法。但在二十世紀末，政府卻又逐漸減少直接干預，讓公

權力淡出私法領域，例如民國 84 年公布的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

區分所有權人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訂定規約自治。民國 90 年 7 月

1 日起的票據信用管理制度，也以公開票信資訊由執票人自行徵信，

藉市場制約力量代替公權力管制。 
  「私法公法化」的趨勢對民法也有影響，例如法院對於法人清算

的監督（民 42）、檢察官聲請失蹤人為死亡宣告（民 8）、附合契約（民

247 之 1）、收養應聲請法院認可（民 1079）、法院介入父母親對於未

成年子女的權利行使（民 1089）等。 

第三項 民法基本原則及其修正方向 
  關於我國民法基本原則之變動，茲說明如下： 

一、私法自治到契約自由的限制 
  所謂私法自治，指當事人得以自己之意思規律私法上的生活關

係，主要的方法是透過契約行為與他人建立起一定的權利義務關係。

在行為過程中，從當事人內在的意思表示面觀察，即是「當事人自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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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小辭典 

⊙定型化契約 
  企業經營

者為與不特定

的多數人訂立

契約之用，通常

會預先擬好契

約條款，並印刷

成 為 固 定 型

式，所以稱這類

的契約為「定型

化契約」。 
  而且當契

約相對人與企

業經營者訂約

時，對此契約只

能選擇「簽約」

或「不簽約」，

並不能對契約

內 容 有 所 增

減，無異等於是

附合已成定型

的契約，並無實

質的契約自由

可言，故又稱為

「附合契約」。 
  由於此類

契約，企業經營

者可利用訂定

文字的優勢，以

維護其自身權

益。相對而言，

契約相對人即

處於不公平的

劣勢下，此即定

型化契約之流

弊。目前消費者

保護法對於定

治」，從當事人與他人的外在接觸面觀察，即是「契約自由」。 
  （一）當事人自治 對於當事人間的私法關係，本於對國民自由

權及人性尊嚴的尊重，除了該行為牴觸法律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是

違背了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外，原則上法律不加以干涉，而任由當

事人自主決定其所欲發生的法律效果，或願負擔之責任，使個人得以

充分發展其智慧及能力。 
  （二）契約自由 契約是債的發生原因主要類型之一，其成立的

基礎，在於雙方當事人的合意，若不能保障契約自由，則當事人自治

即無從落實。故法律允許當事人在一定範圍內，得以法律行為創設私

人間的法律關係。 
  契約自由的內涵包括締約自由、相對人選擇自由、內容自由及方

式自由，但絕對的契約自由或許雖能滿足當事人自治，但有時可能造

成不公平現象，反而對社會公益不利。因此契約自由必須作適度修正。

  先以締約自由為例，水、電、郵政、電信…等公用事業提供的服

務，早已成為現代人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環，如果這些經營者濫用締

約自由，不當的拒絕用戶申請使用，則國民生活品質將受到不平等待

遇，憲法對人民所保障的基本權即無法落實，因此對於公用事業或與

大眾福利、衛生、安全有關的事業，法律限制其締約自由，如無正當

理由，不得拒絕用戶之訂約，此在學理上稱為「強制訂約」。以電業

法為例，該法第 57 條規定：「電業在其營業區域內，對於請求供電者，

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其他如自來水法第 61 條、電信法第 22
條、郵政法第 19 條、醫師法第 21 條、藥師法第 12 條…等均有明文

規定。 
 

 
 

  再如內容自由，由於社會經濟繁榮、工商交易頻繁，大企業對於

某些經常使用且內容固定的契約，為便利交易，簡化手續，往往由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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