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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 例 

所謂法例，是指法律適用的通例，也就是法律適用的一般原理原

則。民法總則編為民法各編適用的基本規定，而法例又為民法總則的

一般原理原則，因此，法例可謂是總則中的總則，是民法適用上最基

本的原理原則，民法關於法例的規定，編列在第 1條至第 5條。 

法律

習慣

法理

適用順序（§1）

使用文字（§3）

以文字為準（§4）
以最低額為準（§5）
同時以文字及號碼為數次表示？

確定數量

法例

法律有規定，無習慣，適用法律

習慣不背於公序良俗（§2）：優先適用習慣，如祭祀公業
習慣有背於公序良俗（§2）：適用法理

法律並無規定，
但有習慣（§1）

無法律規定，亦無習慣（§1）：適用法理（59年度台上字第1005號民事判決）

法律強制規定則
適用法律（§71）

由父母代訂婚約之習慣，無法之效力
（§972；29年渝上字第618號民事判例）
優先購買權（§426之2），近親、近鄰優先
購買權之習慣，無法之效力（30年渝上字
第131、191  號民事判例）

優先適用習慣：祭祀公業之繼承（最高
法院70年度第2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法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習慣（§§68、
207、314、369、372、378、429、439、
450、486、488、537、560、570、579、
592、632、776、778、781、784、785、
786、790、793、800、915……）

習慣不背於公
序良俗（§2）

習慣有背於公序良俗（§2）：適用法律

法律訓示規定

法
律
有
規
定
，
亦
有
習
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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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法律的適用 

壹、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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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乃民事法律的適用順序，又稱為民法的法源，欲解決

民事法律問題，應先依法律的規定，法律若無規定，則依現今既存的

習慣法，若仍無法發現相關習慣法的存在，則須依據法理。 

貳、民法的法源 

民法的法源，有可直接引用做為裁判依據者，稱為直接法源，例

如法律、習慣及法理；有可間接引用做為裁判依據的，則稱為輔助法

源，例如判例、學說及國外立法例等。 

一、直接法源 

（一）法律 

法律有狹義法律與廣義法律之分，前者指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2 條

所稱具有「法、律、條例、通則」之名稱者。後者包含狹義法律在內

的所有具有強制力的規範，例如命令、自治法規及條約。 

（二）習慣 

所謂習慣，應指具有與法律相同效力的「習慣法」，而非指一般人

通常的習慣，例如民間一般習慣，結婚須祭拜祖先，並非民法所規定

的結婚要件，不具有習慣法的效力。習慣要成為習慣法，則須具備

1、多年慣行的事實；2、普通一般人的確信心為基礎；3、具有法律的

效力。此種習慣，通常均經由法院判決加以承認，並為事實所遵循，

最典型者為民法物權編修正前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習慣法也須受到民

法第 2 條規定的消極限制，以不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為限，例

如實務上認為，民間關於不動產之近鄰有先買權之習慣，或賣產應先

問親房之習慣，均有背於公共秩序，不能認為具有法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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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理 

所謂法理，應指自法律根本精神發展出的一般法律原則，乃推定

社交上必應之處置，為處理社會生活事物的當然道理，與所謂條理、

自然法、通常法律的原理，均為相同事物的名稱。例如公務員因任職

關係獲准配住宿舍，其性質為使用借貸，借用人若已離職，依借貸之

目的，當然視為使用業已完畢，貸與人得為返還之請求。若借用人於

在職中死亡，則實際上已無占用宿舍之情形，且其公務員之職位又已

喪失，此較之借用人已離職而不應續住宿舍之情形，更形明顯，依

「舉輕明重」之法理，當無不許貸與人請求返還宿舍之理。實務上更

有認為外國立法例，亦可做為法理，以為民事法官裁判之依據。 

二、間接法源 

（一）判例 

實務上對於法理運用的裁判結果，最終有以判例的方式呈現，以

為法院將來審判可為遵循之依據，裁判一經最高法院選定為判例，即

有事實上拘束最高法院及下級法院的效力。例如最高法院 48年台上字

第 1457號判例即認為，土地及房屋同屬一人，而將土地及房屋分開同

時或先後出賣，應推斷土地承買人默許房屋承買人繼續使用土地。為

體現上述判例意旨與法理，以保護房屋既得者之使用權，乃經由立法

增訂民法第 425 條之 1。判決違背判例亦屬適用法規顯有錯誤，因

此，民事訴訟法第 496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應以

確定判決違背法規或現存判例解釋者為限，若在學說上諸說併存尚無

法規判解可據者，不得指為用法錯誤。 

（二）司法解釋 

司法解釋包括司法院院字、院解字及大法官會議釋字之解釋。此

外，最高法院民事庭會議決議亦與判例具有相類似之功能。最高法院

為統一法令上之見解，由院長召集各庭法官進行研討做成決議。此項

決議即為具體事件的裁判意見，一經決議，各級法院即受該決議所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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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見之拘束，而為其後法院裁判理由中適用法律的依據，與判例

之拘束力，僅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實質上並無差異。 

（三）學說及國外立法例 

學者間關於成文法的解釋，習慣法的認知、法理的探求等所表示

之見解為學說。至於國外立法例雖非屬「直接法源」，但對於法律發展

以及實務運作，甚為重要，本於誠實信用之原則，應可認為法理。 
 

民間的習慣，可否作為法律，用以解決紛爭？ 

甲在台北陽明山區有 1 建地，但視野會受近親乙之鄰地影

響。甲長久以來亟思收購該鄰地，均無法實現。近日甲聞乙欲

出售該地與第三人丙，甲乃主張民間地方有「不動產近親及近

鄰先買權」之習慣，要求優先承購乙之土地，是否有理？ 

簡析 

甲欲以民間地方「不動產近親及近鄰先買權」的習慣對乙

主張者，必須該習慣係與法律相同效力的「習慣法」，其須具

備：1、多年慣行的事實；2、普通一般人的確信心為基礎；3、

具有法律的效力。此種習慣，通常均經由法院判決加以承認，

並為事實所遵循。習慣法也須以不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

為限（§2），實務上認為，民間關於不動產之近鄰有先買權之習

慣，或賣產應先問親房之習慣，均有背於公共秩序，不能認為

具有法的效力，因此甲優先購買之主張為無理由。 

第二節 使用文字的準則 

壹、為何需使用文字 

契約的締結，常需要使用文字表達，但並非所有的法律行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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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文字為必要，立法者為達到保護當事人的目的，僅在特殊的情

形，規定特定的行為須以使用文字為必要，此為法定的要式行為。 

貳、使用文字須具備的法定要件 

民法第 3條規定：「依法律之規定，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得不由

本人自寫，但必須親自簽名。如有用印章代簽名者，其蓋章與簽名生

同等之效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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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上應具備下述之要件： 

一、須為法定要式行為 

僅法定的要式行為，始有本條之適用，而書面僅是要式行為之

一，例如人事保證契約，依民法第 756 條之 1 規定，應以書面為之。

未以書面所締結的人事保證契約，應為無效（§73）。至於法律特別規

定不遵守法定要式仍為有效者，例如不動產租賃契約的期限超過 1 年

者，民法第 422 條雖規定應以字據訂立，但未以字據訂立者，該租賃

契約並非無效，而應視為不定期限的租賃契約。 

二、不需親自書寫內容，但需親自簽名 

書面之內容得不經本人親自以文字撰寫，而得由他人代筆，但必

須由本人親自簽名，始具有效力： 

（一）簽名 

簽名，不以簽全名為必要，僅簽姓或名，而能證明確實為本人所

簽，亦具有法定的效力；簽名亦不以本名為必要，其為藝名，或為筆

名，或為世俗間之稱號，亦具有效力。至於本人未親自簽名，而是由

代理人代本人簽名，通稱為簽名之代行，亦可發生效力。 

（二）代簽名 

關於簽名之規定，立法者考慮到有事實上不能簽名者，遂許用印

章代簽名，且其蓋章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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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蓋章代簽名 

蓋章不須親自為之，委託他人用印亦可。以機械方式簽名，其印

版自屬印章之一種，與本人親自簽章，在法律上生相同之效力。 

2、電子簽章 

依法令規定應以書面為之或應簽名或蓋章者，除另有規定外，經

相對人同意，得以電子簽章為之（電子簽章法 §§4、9），但應有憑證

機構依法簽發之憑證，始得發生效力（電子簽章法 §§9、10）。 

3、以指印、十字或其他符號代簽名 

所謂指印，指按捺手指紋；至於符號，乃指一定用意之記號，十

字僅為例示，其他符號如手繪圖像等。凡以符號代簽名者，在文件上

經 2 人簽名證明，或使用印章代簽名，亦可發生效力。然若證明之 2

人僅以十字或其他符號代簽名時，自不能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 

4、須法律無特別規定 

本條乃一般法定要式行為的準則，若法律另有特別規定者，自應

優先適用。例如關於代筆遺囑，民法第 1194 條更規定應由見證人全體

及遺囑人同行簽名，遺囑人不能簽名者，應按指印代之。本條特別規

定見證人須以簽名為之，排除民法第 3 條第 2 項得以蓋章代簽名者，

以及以符號代簽名者，在文件上經 2人簽名證明等方式之適用。 

參、非法定要式行為的簽名效力？ 

法律未規定而由當事人自行約定的書面契約，應無本條之適用。

但若該契約所用的文字非本人所自寫，是否仍須本人簽名，才能發生

效力？民法第 166條規定：「契約當事人約定其契約須用一定方式者，

在該方式未完成前，推定其契約不成立。」乃由於當事人間既已約定

所締結的契約應使用文字以為慎重，而簽名具有對使用之文字表示負

責的意思，此種意定要式行為應加以簽名，始符合慎重完成該行為的

意義，因此宜類推適用民法第 3 條的規定。但最高法院 31 年上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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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2 號判例則認為：「民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之適用，以依法律之規定

有使用文字之必要者為限，本件兩造所訂和解契約，本不以訂立書面

為必要，自難以和約內僅有某甲一人簽名，即指為不生效力。」 

第三節 確定數量的標準 

壹、意義 

民法第 4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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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法院不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之原意，應

以文字為準。」第 5條則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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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文字」，係指以一定之字彙及文法，表

示人類一定用意的符號，例如「零、壹、貳、參、肆、伍、陸、柒、

捌、玖、拾」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至於

所謂號碼，指關於一定數量的符號，例如阿拉伯號碼「1、2、3、4、

5、6、7、8、9、0」及羅馬號碼「I、II、III、IV、V、VI、VII、

VIII、IX、X」等。此些條文僅為關於一定數量之表示的標準，至於非

關於一定數量的表示，例如年齡或日期，則不得以此為標準。 

貳、標準 

文字與號碼有不符合者，則依下列之標準決定： 

一、以當事人原意為準 

關於一定數量的表示，當事人有數次不相符合的情形，若法院可

以得知當事人的原意為何，自應以其原意為準。所謂得知當事人的原

意，應係當事人間對於一定之數量有不同的表示，且意見不一致，但

法院經由客觀解釋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後，得知當事人原意的情形。 

二、同時以文字及號碼為表示者，以文字為準 

同時以文字及號碼表示者，係指以文字及號碼同為一定數量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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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且該表示係以一次為準，例如當事人之和解契約關於金額部分，

先以文字表示「壹萬陸仟元」，其後再以阿拉伯數字表示「16,500

元」，如法院不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原意者，應以文字為準，蓋與號碼

相比，文字在書寫上較不容易發生錯誤，應較符合當事人的原意。 

三、同時以文字或號碼為數次表示者，以最低額為準 

第 5 條僅規定以文字「或」號碼表示，並未規定須同時以文字

「及」號碼表示，其意應指同時以文字或以號碼為數次表示，例如先

以文字表示「壹萬陸仟伍佰元」，再以文字表示「壹萬伍仟陸佰元」；

或先以阿拉伯數字表示「16,500 元」，再以阿拉伯數字表示「15,600

元」，如法院不能決定何者為當事人原意者，應以最低額為準。蓋最低

額的部分，乃雙方當事人均無爭議的部分，較能免除雙方的疑慮！ 

四、同時以文字及號碼為數次表示者，應以何者為準？ 

關於一定之數量，同時以文字及號碼重複為數次之表示，其表示

彼此間有不符合，例如先以文字表示「壹萬伍仟陸佰元」，其後又以文

字表示「壹萬伍仟陸拾元」，然後再以阿拉伯數字表示「16,050 元」，

或先以文字表示「壹萬伍仟陸拾元」，後以阿拉伯數字表示「16,050

元」，其後再以阿拉伯數字表示「16,550 元」，如法院不能決定何者為

當事人之原意時，究竟應以何者為準？現行法並未有所規定，學說上

有認為應以文字最低額為準，亦有認為應以最低額為準！臺灣高等法

院暨所屬法院 66年度法律座談會民事類第 1號會議決議則傾向於以文

字最低額為準，其認為：「……號碼與文字各表示數次而均不相同，依

第四條之規定，應先就號碼與文字為比較，而以文字為準，再就文字

之各次表示比較以其最低額為準。」 
 

簽名有何意義？書面的契約都需要簽名？ 

甲駕駛機車闖紅燈撞倒路人乙，甲乙當場達成和解，由甲

負責賠償乙全部醫藥費用，甲並在乙友人丙親手書寫的和解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