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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 

今年（民國 102 年）6 月 5 日，司法官訓練所第七期同學，在臺

北市松江路三○六號康華大飯店二樓九龍廳召開同學會時，啟賓兄說

民法研究基金會要為孫大法官森焱先生出專集，祝他八十大壽，希我

寫篇雜文祝嘏，我當下滿口應允。孫大法官跟我的關係，非比尋常，

他的嵩壽，我不能無一言。 

說來真奇怪，每一次我讀到唐朝王勃〈滕王閣序〉時，孫大法官

的形影，就會躍上眼簾。尤其那句：「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窮且

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彷彿在為孫大法官描繪，將他熱切希望司法

新人耳目的夙志，表露無疑。這也只有王勃這樣的才學，方能作此描

繪；也只有孫大法官這樣堅苦卓絕的品操學養，方能受之無愧。 

據我的觀察，孫大法官積學甚深，一碰到問題，都要先行思考，

俟理清思路後，纔會下結論。不像一些人詞鋒犀利，一碰到問題，即

使理路仍模模糊糊未成形，就反應出來。二者之間，乍聽之下，在表

面上彷彿難分軒輊，但在程度上卻有一線之隔。而這一隔，因旁觀者

之不同，常常有不同的評語，但我卻偏愛前者。 

這我可以舉一個在禪宗有名的例子來說明。依六祖壇經記載，禪

宗開山祖師是南北朝時代的印度高僧達摩，其後把「心印」傳給慧可

（又稱神光），是為二祖。慧可再傳給僧璨（三祖），僧璨傳給道信

（四祖），道信傳給弘忍（五祖）。五祖要傳給繼任者時，有二位人

選，讓他委決不下。其一是上座師神秀法師，其二是慧能法師。有一

天五祖要他們作一個「悟道偈」，以便分出他們兩個悟道的深淺。神秀

法師所呈上的偈是： 

 
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 

時時勤拂拭，勿使染塵埃。 
 

  



 
 
 
 
 
 
 

民事法之思想啟蒙與立論薪傳 孫森焱前大法官八秩華誕祝壽論文集 
 

050 

而慧能呈上的偈則是：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 
 

五祖認為慧能「悟道」，能夠「漸修」加上「頓悟」，比神秀只講

求「漸修」，更高一籌，於是把法印傳給慧能，是為六祖。後來六祖在

廣州南華寺立宗，是為南宗。神秀則被武則天禮遇，在京師說法，史

稱北宗。南宗主張「漸修」加上「頓悟」，北宗主張「漸修」，兩宗弟

子彼此爭論不休。 

其實，這種功夫，豈止禪修而已，其他修為，莫不皆然。以法官

實務上的修為而言，漸修是積累學養的過程，頓悟則是所由出的判

斷。漸修不到一定的程度，而即興下結論的人「未經一番寒徹骨，焉

得梅花樸鼻香」，難期其有成。他平常沒下多看、多想、多歷練、多學

習的工夫，未經過長時間的「漸修」，所作結語，不是「頓悟」，不過

是即興之作罷了，絕不是「妥適」的判斷。這就像在「參禪」，平時只

當休息睡覺，期其能「頓悟」，不啻痴人說夢。五祖傳給慧能，知道慧

能已將「漸修」及「頓悟」融合為一，而神秀則仍停留在「漸修」階

段，所以將法印傳給慧能，其道理即在於此。陸放翁面對南北宗之

爭，曾喻為作詩，說： 

 
六十餘年妄學詩，功夫深處獨心知。 

夜來一笑寒燈下，始是金丹換骨時。 
 

陸放翁六十餘年的功夫，始換來寒燈一笑的「頓悟」，這可說最佳

的註解。孫大法官有今日的成就，一言以蔽之，即五、六十年前漸修

加頓悟的結果，今值他八十大壽，特誌吾人長期對他的觀察，說其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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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哼哈二將 

民國 55年間，我在司法官訓練所第七期「受訓」時，所長由鄭彥

棻部長兼任，教育主任是李模老師專任，所務其實是由李主任負責，

他上實務課時，常帶兩位法官隨從講解民、刑事有關疑難問題，孫森

焱推事講解民事問題，竺香鏡推事講解刑事問題，最後再由李主任作

最後結論。我們暗地裏稱孫、竺兩位法官為「哼哈二將」。他們兩位在

講解民、刑事問題時，理路相當清晰，使我們獲益良多。 

記得當時，法界曾為民事訴訟法第 401 條第 1 項規定：「確定判

決，除當事人外，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者，亦有效

力。」，其所謂「繼受人」究何所指？爭執甚烈。當時通說認為：不動

產之買受人對於出賣人為移轉所有權之請求訴訟繫屬後，出賣人再賣

與第三人，並辦妥所有權登記時，該第三人如係善意之第三人，應受

法律之保護，是時出賣人顯已陷於給付不能，原告於此情形，應受敗

訴之判決。李主任把這「通說」丟給同學們討論，討論來討論去，大

家總覺得「通說」有問題，但卻說不出所以然來。 

其實所謂「通說」，是當時「司法行政部研究室」的見解，李主任

曾充「研究室」主任，而孫、竺兩位推事則是調部辦事在「研究室」

從事研究的法官。李主任要孫推事就這個問題講解時，想不到孫推事

卻「窩裡反」，指出：民事訴訟法第 401條第 1項所規定之繼受人，不

能一概而論，本件與第三人是否「善意」無關，由「善意」這個角度

來探討該條項之「繼受人」，顯然有誤，應該另改個方向！ 

當時李主任提醒孫推事，通說是研究室的結論，而且最高法院 33

年上字第 1567 號民事判例亦稱：「確定判決，除當事人外，對於訴訟

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承人者，亦有效力，民事訴訟法第四百條第一項

定有明文。所謂繼承人，包括因法律行為而受讓訴訟標的之特定繼受

人在內。」等語。所謂「包括」，是指於「因法律行為而受讓訴訟標的

之特定繼受人」之外，另有所謂「繼受人」。「通說」似乎不無其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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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推事當場不便辯解，只說：「我再想想看！」這個法律問題，就

此不了了之。證諸 6年後，最高法院作出 61年台再字第 186號民事判

例指出：「民事訴訟法第四百零一條第一項所謂繼受人，依本院三十三

年上字第一五六七號判例意旨，包括因法律行為而受讓訴訟標的之特

定繼承人在內。而所謂訴訟標的，係指為確定私權所主張或不認之法

律關係，欲法院對之加以裁判者而言。至法律關係，乃法律所定為權

利主體之人，對於人或物所生之權利義務關係。惟所謂對人之關係與

所謂對物之關係，則異其性質。前者係指依實體法規定為權利主體之

人，得請求特定人為特定行為之權利義務關係，此種權利義務關係僅

存在於特定之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倘以此項對人之關係為訴訟標

的，必繼受該法律關係中之權利或義務人始足當之，同法第三百五十

四條第一項亦指此項特定繼受人而言。後者則指依實體法規定為權利

主體之人，基於物權，對於某物得行使之權利關係而言，此種權利關

係，具有對世效力與直接支配物之效力，如離標的物，其權利失所依

據，倘以此項對物之關係為訴訟標的時，其所謂繼受人凡受讓標的物

之人，均包括在內。本件訴訟既本於買賣契約請求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自係以對人之債權關係為其訴訟標的，而訴外人某僅為受讓權利

標的物之人，並未繼受該債權關係中之權利或義務，原確定判決之效

力，自不及於訴外人某。」等語，直指 5、6 年前所謂「通說」，並不

盡然正確。孫推事當時所稱民事訴訟法第 401 條第 1 項所謂「繼受

人」，不能一概而論，就本件而言完全與善意與否無關，毋寧是正確

的。 

換言之，民事訴訟法第 40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確定判決，除當

事人外，對於訴訟繫屬後為當事人之繼受人，亦有效力。所謂繼受

人，有一般繼受人與特別繼受人之別，一般繼受人包括的繼受被繼受

人之權利義務，當然為確定判決效力之所及。而所謂特定繼受人，則

視債權人之請求，究以物權之法律關係為訴訟標的，抑以債權之法律

關係為訴訟標的而定。如基於物權而請求者，確定判決之效力，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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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應及於單純受讓訴訟標的物之人；如基於債權關係請求者，若非受

讓該法律關係之人，即非確定判決效力所及。 

依題旨所指：不動產之買受人對於出賣人之移轉所有權之請求，

於訴訟繫屬後，出賣人再賣與第三人，並辦妥所有權登記，該第三人

僅係單純受讓訴訟標的物，自非既判力效力所及之人，除非債權人對

該標的物聲請法院予以假扣押，否則根本對之不得聲請強制執行，不

因第三人是否善意取得而有所不同（如係基於物權而請求，既判力及

於單純受讓標的物之人，若該人係善意受讓，受法律特別保護，為既

判力所不及，始須討論善意與否的問題）。孫推事當時發言，認「通

說」所指，既然針對買賣之法律關係起訴，就無須討論第三人善意與

否的問題，洵屬確論。 

在當時可資參考的資料貧乏，面對訴訟法及實體法交錯的事例，

能夠「入乎其內」，並「出乎其外」，精確的掌握其間法律關係的人不

多，孫推事卻能夠不為所惑，堅持自己所信，實令人敬佩。 

隨著孫推事高升，由一審、二審、三審、再由推事而孫庭長，而

孫大法官，他一直大聲疾呼：司法行政部或司法院民事廳或刑事廳不

能再作法律問題研究，以免影響審判獨立，在他努力之下，十幾年前

就實現了，這恐怕是，他當初「一尾活龍」，曾受制於「行政長官」的

掣肘，鬱卒無處伸，等到有機會得以發聲時，積累而出的「獅子吼」

吧！ 

參、積累漸修，初見「頓悟」 

民國 57年底，我奉調「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時，配住「臺

北縣永和鎮大新街四十一巷四號」宿舍，有幸與孫推事毗鄰而居，因

而得能隨時受教。尤其每當深夜到巷中「伸懶腰」時，常見孫推事的

書房內，猶燈火明亮，「漸修」不已，益發令人敬佩。不免自省：「大

丈夫當如是也！」其後不管我們兩位職務如何變動，兩家總是相距不

遠，我常以到他府上聆聽教誨為樂事，來堅定我「見賢思齊」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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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現在我更有幸跟他「長相左右」，住在同一大樓內，不論在為人、

處世乃至「做學問」等方面，都以他為標竿，不時請益，希望有所長

進。 

要之，我在民國 6、70 年間，因緣際會，得能與孫推事時相左

右，纔有機會見識到他艱難求索，執着無悔「治學」及「平亭獄訟」

的精神。在這一段期間，他的職位雖由臺灣高等法院推事、司法行政

部民事司幫辦而最高法院推事，但他每天仍忙忙栖栖，勤讀中、日文

獻，筆耕不懈，非至凌晨二、三時不休。他在審判、批閱公文之餘，

在兼任私立東吳大學法律學系債編總論講席之外，仍然鎖定目標，鍥

而不捨，奮力向前。 

在孫推事強烈追求的執着之下，他的巨著「民法債編總論」，終於

民國 68年夏秋之交問世了，這不啻為我國債權法寫下新頁，讓法界為

之側目。也許大家只看到「結果」，卻鮮少知他耕耘的艱辛。我有幸作

他的鄰居、部屬，略知其梗概。亦即他在審判上，確已做到了臺灣高

等法院他的庭長李志青先生勉勵後輩的話語： 

 
聽訟而使勝者知勝非倖致，敗者信敗有必然，從而躁釋

矜平，心悅誠服，則庶幾矣。 
 

而在他的治學方法上，他似乎也歷經了王國維所稱的「治學三階

段」。王國維曾選出晏殊、柳永、辛棄疾三個詞家詞中之句，重加組

合，使之成為一個人為追求理想，堅苦卓絕的三個階段。王國維說：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

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

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

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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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不愧為才子，竟將前述三詞人本不相干的詞句，聯綴成為

古今往來，凡是能夠成就大事業、大學問的人，必定經過的三個階

段，可謂天才橫溢，前所未有。晏殊〈蝶戀花〉中〈昨夜西風〉之

句，原本在寫秋日登高遠眺，天地蒼茫，滿目蕭瑟，對意中人深情尋

覓，望眼欲穿的情景，表現出一種強烈追求的執着精神。而柳永〈鳳

棲梧〉中「衣帶漸寬」之句，則在描繪有情人的痴心真情，海可枯，

石可爛，此情矢志不移，永不後悔的情境。至於辛棄疾〈青玉案〉中

「驀然回首」之句，則在述說對念念不忘的「那人」，乍見的驚喜。 

可是，王國維本此意境，卻將之融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說人

必須立志，往遙遠的目標邁進。第二階段則須持志，一經認定方向、

目標，就須鍥而不捨，雖九死而不悔，勇往直前。第三階段更須自甘

寂寞，崖岸自高，經過艱辛的追尋，風霜飽嘗，最後那一心繫念的理

想目標，纔能出現在眼前。這是成功已即，嚐到歡欣喜悅的甜蜜果

實。 

我親眼見證了孫推事所歷經的三個境界，內心時生「雖不能至，

心實嚮往之」之念。欽佩之餘，在徵得他首肯之後，邀同啟賓、登科

二兄，一起為「民法債編總論」一書校對。我在校對的過程中，邊校

邊拜讀，心領神會，受益良多，並為它編「判例解釋及會議紀錄索

引」，聊表寸意。 

是時，我早經司法行政部聘為「司法通訊」社論主筆之一，於是

就不加思索地在 68 年 7 月 27 日出刊的第 917 期司法通訊社論，以

「讀孫著『民法債編總論』有感」為題，寫了我的心聲： 

 
司法行政部民事司前幫辦，現任最高法院推事孫森焱先

生，窮五年之功，完成「民法債編總論」一書，共八百五十

五頁，允為目下析述詳盡，資料豐富法律書籍之一，我們對

此行將問世的法律書籍讀後，頗多感觸。 

一般治民法著，甚少超出胡長清所著書籍範圍，舉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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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註釋、舉例設說，胡著說東，餘著不敢說西，殊少有創新

的見解。其勢所趨，竟形成一種畸形現象，某問題某書有論

述，其他書籍也就「人云亦云」，議論一番；某書避而不談，

其他書籍亦就諱莫如深。學術界有此貧乏現象，言之實令人

心寒。 

時下一般民法債編書籍。或以資料見長，如史尚寬先生

著「債法總論」是；或以見解精闢取勝，如胡長清先生著

「中國民法債編總論」是；或以法學方法論說，如王澤鑑先

生著「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是；或以平近詞句析述，如鄭

玉波先生著「民法債編總論」是。而孫著「民法債編總論」，

竟擁有上述各書籍特點，最高法院馬庭長元樞、臺灣高等法

院李庭長志青亦均對之稱許有加。展讀之餘，令人不忍釋

手。 

一般司法官每以案件繁多，不勝負荷為詞，鮮少進修，

遑論著作。孫森焱先生此一著作問世，不啻對此一藉口者一

大挑戰。孫氏在撰述期間，均任極繁鉅之職務，彼竟不畏艱

辛，三更燈火五更雞，奮力完成，為研究學問的人樹立良好

典範。足見事在人為，只要專心致志，朝斯夕斯，念茲在

茲，終將有成。我們希望大家在閱讀孫著「民法債編總論」

之餘，應會油然而生「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

是」的氣慨，然後定下心來，找一門自己有心得學科，努力

鑽研，多方涉獵，為司法界放一異彩！ 

我們閱讀孫著「民法債編總論」之餘，認此書也許會給

與司法官一種新的啟示，賦予司法官一種「方向」，故樂於推

介，以表達我們內心的切盼。 
 

想不到該篇社論一出，有人吃味，向司法行政當局告了一狀，說

主筆人「公器私用」，把孫推事吹拍過分。於是主其事者電告要我「說

明」，我當下好氣沒氣地回嗆：我原本不想當主筆，你百般懇求，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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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推卻，我才勉予允諾。何況我寫社論，事先經你手，如認不宜，

可以不用。居然要我說明，寧有是理。我不幹主筆了，另請高明吧！

我講完，就咔嚓一聲，掛了他的電話。 

當時我的職位是福建高等法院廈門分院推事，雖然不辦案期間

「在部辦事」，但主其事者不是我的「直屬」長官，所以我就不甩他。

何況當時我公餘之暇，還為聯合報寫專欄、為中華日報寫社論及為該

報副刊寫方塊，實在已無餘裕再騰出時間，幫司法通訊寫社論，正好

找這個藉口，一推了事。 

肆、有所為，有所不為 

民國 78 年 6 月 23 日，大法官驚天動地的作出了釋字第 242 號解

釋，震撼了法界。一般認為這號解釋是第五屆大法官的「神來一筆」，

譽為不世之作。我卻深不以為然，大法官會議自居為「第四審」，利用

憲法的解釋權，篡奪了審判權，說是「敗筆」，一點也不為過，怎能說

是佳構呢？ 

我向來非常敬仰第五屆大法官，但對這一號解釋「篡奪審判權」，

卻一直不能釋懷。幾年之後，有天我碰到第六屆孫大法官森焱先生，

我問他對第 242號解釋有無意見？他很直率地說：「該號大有問題！」

我拜託他一定要為最高法院好好把關，職權不要再被篡奪。「一之已

甚，豈可再乎！」最高法院不能再被「軟土深掘」！他當場斬釘截鐵

地說：「理所當然！」那時映入我眼簾的，是他一臉凜然神聖的莊嚴神

色，我心下不禁油然而生「高山仰止」欽敬之念，「大丈夫」有所為，

有所不為，當如是也。 

該號聲請人鄧元貞聲請解釋事實，大約如下：鄧元貞於民國 29年

抗戰期間，在福建省龍巖縣小池鄉卓然村，與元配陳鸞香結婚，嗣因

大陸淪陷，鄧元貞先逃至香港，後前來臺灣臺中定居，並於 49年 4月

7日在臺中與第三人吳秀琴結婚。元配陳鸞香嗣於 75年間，依 74年 6

月 3 日修正前民法第 985 條規定：「有配偶者，不得重婚。」及第 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