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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序 

1984年9月初為人師，教授民法總則，有恩師王澤鑑博士的鉅著供

教學之用，不曾有過撰寫民法書籍的計畫。但1992年首次教導非法律

系的學生，終於開始撰寫民法教材，為了簡明扼要，參考前輩林榮耀

先生出版的體系表書籍，自己也編寫了民法總則體系表。上課的學生

以參加國家考試為目標，因此又參酌坊間的民法考試用書，編寫了申

論題庫講義。 

累積超過二十年的寫作及教學經驗，2014年終於決定依拙著

《公司法精義》的體例，撰寫民法系列用書。民法是萬法之母，但又

以總則編最為重要，因此花了較多時間蒐集國考歷屆重要試題，提供

參考答案，並對考題來源透過註解予以說明，寫作速度甚為緩慢。 

國內重要民法總則教科書，以恩師王澤鑑博士的著作最為經典，

但其他學者著作，亦不能遺漏。在撰寫體例上以重點整理搭配讓讀者

牛刀小試的測驗題，或者供讀者思考的申論考古題，都有助於讀者的

學習並掌握國家考試重點。 

國內民法大師，首推恩師王澤鑑，其著作包含《民法總則》、

《人格權法》、《債法原理》、《不當得利》、《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民法物權》、《法律思維與案例研習》、《民法概要》

及八冊《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受益的法律人不計其數。我在王老師

門下多年，受惠良多！啟蒙者永遠不會被遺忘，教授民法課程多年，

聽過我民法課程的學生，再讀王老師原著，應該有醍醐灌頂之感。 

建議有興趣對民法做深入研究的讀書，可以選購王老師的原著。八十

高齡的老師仍然寫作不輟，年年更新教科書內容，身為王老師門下弟

子，只能讚嘆老師如崇山峻嶺，仰之彌高，望之彌堅，難以超越，只

有敬佩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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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提供民法總則學習的經驗，希望讀者可以透過本書的引導，

找到民法學習的捷徑。王老師在民法領域的啟迪之功，永遠銘記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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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 例 

一、民事法規適用的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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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規定民法的法源及其適用的順序。 

 

牛刀小試 

法院為解決民事紛爭時，依民法第一條規定，適用裁判規範的順序

為： 法理、法律、習慣 法律、法理、習慣 習慣、法理、

法律 法律、習慣、法理 

（98年地方特考三級—財稅行政、商業行政） 

解答  

法 律 

本條所稱法律，應從廣義解釋，不僅指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的「法

律」（例如民法五編），並且包括行政規章（如土地登記規則）、自治

法規及條約。 

習 慣 

民法第1條所稱之習慣，學者通說認為係指習慣法。也就是在社

會習慣中，一般人確信具有法律效果之社會慣行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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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試 

 民法第1條規定「習慣」得為法源，試問下列何者非其要件？ 在

社會上反覆實施的行為 法之確信 不違反公序良俗 已成為

判例 （102年關稅特考三級—稅務人員） 

解答  

已有法律明文之規定者，即可直接適用法律，故習慣能取得相當

於法律之效力，即須以法律並未規定為前提。參下列司法實務見解： 

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618號判例認為，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

訂定，民法第972條定有明文，依民法第1條之規定，雖有得由雙方父母

於其年幼時訂定婚約之習慣，亦無法之效力。司法院32年院字第2555號

解釋亦認為，由父母代為訂定婚約當然無效、不待解除。最高法院22年

上字第1999號判例、司法院23年院字第1174號解釋亦採相同之見解。 

最高法院33年上字第1723號判例認為，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

訂定，民法第972條定有明文，其由父母代為訂定者當然無效，且婚約

為不許代理之法律行為，縱令本人對於父母代訂之婚約為承認，亦不適

用關於無權代理行為得由本人一方承認之規定，如由當事人雙方承認，

應認為新訂婚約。最高法院37年上字第8219號判例亦採相同見解。 

 

牛刀小試 

父母代理子女訂定婚約，其效力如何？ 無效 得解除 得撤

銷 效力未定 （99年普考—財稅行政、商業行政） 

關於已達法定訂婚年齡之未成年人婚約之訂定，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訂定 應自行訂定，且無須得其法

定代理人同意 得自行訂定，亦得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訂定 須

自行訂定，但應得法定代理人同意 （102年關稅特考三級—稅務人員） 

提示：請參閱民法第974條。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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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757條規定：「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學

說上稱為物權法定原則（物權法定主義）。本條所稱「習慣」係指具備

慣行之事實及法的確信，即具有法律上效力之習慣法而言1。 

 

牛刀小試 

 有關習慣法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物權不得依習慣創設 共

有人約定不得分割共有物之期限，不得逾五年。但另有習慣者，不在

此限 人事保證約定之期間，不得逾三年。但另有習慣者，不在此

限 土地所有人於他人之土地有臭氣侵入時，如地方習慣認為相

當，則不得禁止之 （101年司法官一試） 

提示：選項，違反民757規定；選項，違反民823規定；選項
，違反民756之3規定；選項，符合民793規定。 

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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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所謂習慣，包含第1條之「習慣法」，及第1條以

外之「事實上習慣」2。關於民法第2條之適用，例如賣產先問親房之地

方習慣，無效。有關此一問題，應說明者如下： 

現行法並無親房有優先承買權之規定。 

地方習慣承認親房有優先承買權，最高法院認為此種習慣，限

制所有權之作用，於經濟流通及地方發達均有障礙，且足助長把持掯

勒之風，於社會經濟毫無作用，有背公共秩序，無效（18年上字第

1346號判例、19年上字第1710號判例及30年上字第131號判例）。 

民法第1條所謂之習慣，原則上僅於法律無明文規定時具有補充

法律之效力3。惟法律於其有規定之事項，明定另有習慣時依其習慣，

                                                        
1  王澤鑑，「民法物權」，2010年6月版，第44頁。 
2  王澤鑑，「民法總則」，2020年9月版，第76頁。 
3  最高法院37年上字第6809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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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適用法律之規定，此項習慣即因法律之特別規定，而有優先之效

力。例如民法第207條第1項前段規定：「利息不得滾入原本再生利

息。」惟同條第2項既明定：「前項規定，如商業上另有習慣者，不適

用之。」則商業上得將利息滾入原本再生利息之習慣，自應優先於同條

第1項之規定而適用之。不容再執民法第1條前段所定之一般原則，以排

斥其適用4。民法第1條以外條文所稱習慣，除前述民法第2條採廣義解

釋外，其餘應僅指事實上習慣而言，其本身不具有法源之性質，但因法

律的特別規定而具有優先於法律適用之效力5。 

 

牛刀小試 

下列何種習慣，具有法源效力？ 祭祀公業不問是否具備法人要

件，均得視為法人之習慣 金融業將利息滾入原本再生利息之習慣 

不動產近鄰有先買權之習慣 賣產應先問親房之習慣 

（102年律師一試） 

提示：上開試題，選項，違反民法第1條規定，蓋法人之成立
及相關規範，優先適用民法或其他特別法（如公司法）有關法人

之規定。祭祀公業條例已於民國97年7月1日施行，祭祀公業已有
法律明文規範，則祭祀公業視為法人之習慣，自然不具有法源效

力。選項及，注意學者王澤鑑先生之下列見解6：物權法上

的私法自治雖因物權法定原則而受限制，但當事人間的需要，仍

可經由債權契約而獲得滿足。在民法或土地法設有若干承認優先

購買權的特別規定（第34條之1、第104條、第107條並請參閱民
法第426條之2）。在此等情形以外，當事人有必要時，得訂立
「賣產應先問鄰居或親房」的契約，以滿足其交易上的需要。例

如甲、乙、丙等王氏宗親興建祠堂，為維護祖產和觀瞻，約定出售祠

                                                        
4  最高法院26年上字第948號判例。 
5  王澤鑑，前揭「民法總則」，第77-78頁。優先適用習慣之法條，除民法第207

條第2項之規定外，其他如民法第378條、第450條第2項之規定，均是。 
6  王澤鑑，於舊版（2010年版）「民法總則」，第42-44頁有此論述。但王氏原

著並未就此設例做具體分析，乙、丙得向甲主張債法上權利（債務不履行之債

權請求權）是作者自行添加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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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兩側房屋時，其他宗親有優先承買權，其效力雖不發生創設物權之

效果，但得具有債權契約上之效力，故若甲違反此項約定逕將其所有

房屋出售於第三人，並辦理登記時，受讓該房屋之第三人仍得依民法

第758條規定並取得房屋所有權，但乙、丙得依債權契約向甲主張債法

上權利（民226、256、260參照）。 

下列何規定中之習慣係指習慣法，具法源性，有補充法律之效力？ 

依習慣或依其事件之性質，承諾無須通知者，在相當時期內，有可

認為承諾之事實時，其契約為成立 利息不得滾入原本再生利息。

但當事人以書面約定，利息遲付逾一年後，經催告而不償還時，債權

人得將遲付之利息滾入原本者，依其約定。前項規定，如商業上另有

習慣者，不適用之 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 水流如

因事變在鄰地阻塞，土地所有人得以自己之費用，為必要疏通之工

事。但鄰地所有人受有利益者，應按其受益之程度，負擔相當之費

用。前項費用之負擔，另有習慣者，從其習慣 

  （109年高考三級—公平交易管理） 

解答   

法 理 

民法第1條所謂的法理，意義為何？學者見解不一，王澤鑑先生認

為，所謂法理，應係指自法律精神演繹而出的一般法律原則，為謀社會

生活事物不可不然之理7。民法第1條規定「法理」，其主要功能在於以

「平等原則」作為類推適用的依據，以填補法律漏洞8。例如民法第194

條對慰撫金請求權得否讓與或繼承，未設明文，乃是法律漏洞，應可類

推適用民法第195條第2項之規定，以填補此一漏洞9。 

                                                        
7  王澤鑑，前揭「民法總則」，第80頁。 
8  王澤鑑，前揭「民法總則」，第91頁。 
9  王澤鑑，前揭「民法總則」，第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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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定數量的標準 

關於一定之數量，同時以文字及號碼表示者，其文字與號碼

有不符合時 

民法第4條規定，如法院不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之原意，應以文字

為準。蓋文字之記載，自較號碼為慎重也。 

以文字或號碼為數次之表示者而不符合時 

民法第5條規定：「關於一定之數量，以文字或號碼為數次之表示

者，其表示有不符合時，如法院不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之原意，應以最

低額為準。」立法目的係為保護義務人之利益，減輕義務人之負擔。 

同時以文字及號碼為數次之表示，而不相符合時 

依前述民法第4條及第5條之立法意旨，仍應優先探求當事人之原

意，惟如法院不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之原意時，究竟以何者為準？學說

暨司法實務見解均不一致： 

以文字之最低額為準說 

此說認為，號碼與文字各表示數次而均不相同，參照民法第4條之

規定，應先就號碼與文字為比較，而以文字為準，再就文字之各次表示

比較，參照民法第5條之規定，以其最低額為準（按：即是先依民法第4

條規定以文字為準，再依民法第5條規定，以最低額為準）。 

以兩者（即全部）之最低額為準說 

此說認為，應優先保護債務人，逕依民法第5條規定以最低額為

準，自無先就文字與號碼為比較，而以文字為準之必要，亦即就兩者之

各次表示相比較，以其最低額為準。 

總 結 

前述兩說迄無定論，似應以文字最低額說較為可採，蓋既符合民法

第4條之規定，又符合民法第5條之規定10。 

                                                        
10  臺灣高等法院66年之法律座談會，結論採文字最低額說。但學者見解紛歧，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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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試 

關於一定之數量，同時以文字及號碼表示，而其文字與號碼有不符合

時，如法院不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之原意，依民法規定，應以何者為

準？ 文字 號碼 最低額 最高額 

（93年高考三級—財稅行政） 

甲、乙簽訂中古車買賣契約書，明定價金「五萬九仟一佰元」，但另

一條款「價金51,900元，分三期繳納」，嗣後雙方就價金爭執，問法

院應如何處理？ 依五萬九仟一佰元為準 依51,900元為準 

契約不明確無效 先探求雙方真意 

（100年高考三級—財稅行政、商業行政） 

解答   

三、使用文字的標準 

民法第3條第1項規定，依法律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

「得不由本人自寫」，可知本人自寫，並非強行規定。但此乃原則，應

注意有特別之例外規定，例如民法第1190條規定，自書遺囑者，應自書

遺囑全文，則是強行規定。 

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力（民3Ⅱ）。 

如以指印、十字或其他符號代簽名者，在文件上，經二人簽名證

明，亦與簽名生同等之效力（民3Ⅲ）。例如協議離婚（民1050）、不

動產物權依法律行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更（民758Ⅱ），依法律

規定，均有使用文字之必要（即須以書面為之），適用前述民法第3條 

 

                                                                                                                                  
文字最低額說者，如王澤鑑（氏著前揭2020年版「民法總則」，第107頁）、

邱聰智（氏著「民法總則（上）」，2005年2月版，第121頁）；採兩者最低額

說者，如林誠二（氏著「民法總則（上）」，2007年9月版，第146頁）、施啟

揚（氏著「民法總則」，2011年10月版，第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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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另須注意的是，在網路交易盛行之今日，前述民法第3條規定

已不足以應付，因而有電子簽章法之訂定施行11，電子簽章之相關問

題，自優先適用該法之規定。 

                                                        
11  電子簽章法於民國90年11月14日施行。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579



5C275RA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民法精義總則編／陳連順著. -- 初版. -- 

臺北市：元照, 2021.02 

面； 公分. 

ISBN 978-957-511-459-6（平裝）  
 

1.民法 
 

584                      109020116 

 
 
 
 
 
 
 
 
 
 
 
 

民法精義總則編 
2021 年 2 月  初版第 1 刷 

作  者 陳連順 

出 版 者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100 臺北市館前路 28 號 7 樓 

網  址   www.angle.com.tw 

定  價   新臺幣 400 元 

專  線

傳  真

郵政劃撥

  (02)2375-6688    

(02)2331-8496 

19246890 元照出版有限公司 

Copyright © by Angle Publishing Co., Ltd. 

登記證號：局版臺業字第 1531 號           ISBN 978-957-511-459-6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5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