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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章 法的運用思維之培養 

 

 

 

學習民事訴訟之際，應留意處甚多，本附章只提出幾點以供參考，雖

其中有民事訴訟之特有者，然多數可與全部法律共通。 

 

壹 法律學習、法的思維之方向性 

「法的運用思維」，乃指「法的運用（Administration of Law）」之「如

同法律家般的思維（thinking like a lawyer）」，通常稱法的思維，或法的思

考。其含義包括： 法的推論（legal reasoning），意指就狀態事實（material 

facts of the situation）實際適用法律、導出結論（Conclusion），應本於

一定之法則（Rule）推論。 法的意識（legal mind，或譯法的教養。按：有

多種譯法、詮釋，其他譯法、詮釋略），指「經由法的訓練所形成的意識（the 

legally trained mind）」，有謂是「法的推論技術（legal reasoning skills）

之品質保證書」，意指實際適用法律時，應本於「（長期累積適切的法判斷之訓

練，所自然形成之）經驗」，活用「法」之精神，為必要的彈性、適當準確之

判斷；簡言之，判斷須合情合理；正如希臘法之女神 Themis，遮眼、雙手分持

劍及天秤，象徵著法之判斷，須去除成見，公平地比較考量兩造當事人之理由。

亦即，脫離個人主觀的正義感、信念或信條，在以一定之實定法規範為前提下，

如何導出「處理該當紛爭應有之理由＝理性應為如何？」之思考途徑。 

學習法律，對於法的思維（思考）之認識，特別是民事法，最重要的是「相

對的理解」，也就是承認「價值之（或者價值觀之）相對性」；淺顯地說，要「站

在不同之立場，思考事情」。 

實用法學之思考，有三個重點： 價值相對主義，非如自然科學為求絕對

的真實之價值絕對主義。 論理性及利益衡量之考量，即一方面要求論理之準

則化，以確保將來預測之可能性、法之安定性；另一方面要求當事人間之公平、

結論之妥當性。 虛心學習，就眾多學說（尤其是通說、多數說）、實務見解

（含最高法院判例及裁判、決議，法律座談會等）之理論，虛心學習，裨能實

踐、應用。 

對於法律之初學者，必然會碰到法律用語很難充分理解之困難。理解法律

用語．法律概念，是培養法律之判斷能力的第一步，卻須超越自己過去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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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語之理解，有其困難性，須花費相當的時間。反覆思考將相關的基本法律用

語．法律概念之正確的理解，是法律學習之重要基礎。不能僅從法律用語之「定

義」著手（可多利用適合自己閱讀之法律．法學辭典，作為輔助工具），作抽

象地理解，還要進一步理解它在不同之法律條文，是否有不同之意義，分別起

什麼作用、發揮如何的機能，十分重要，也是最起碼的工夫；然後在此基礎上，

以寬容的態度，比較眾多學說、實務見解之理論，進行不斷地修正錯誤之法律

學習，必能習得有實用價值的法律之判斷能力。 

 

貳 真正之記憶術 

「重要的是『理解』，不是『記憶』」，「『記憶』的出發點，在於『理解』」，

「理解，才記得住」，相信是許多同學之授課老師或者學長常講之語。但是，

對於陷於與民訴法苦戰中的法律系同學們而言，此話只不過是安慰話而已。 

不將基本事項進入腦中，法的思考即無法展開，是習法者最直接的煩惱根

源。學習外語，如基本語彙很少，必無法擅長；同樣地，學習民訴法，如果欠

缺基本知識，要解答民訴法之法律問題，必然困難重重。 

法學院學生為了參加國家司法考試（國考），而開始用功讀法律時，有可

能因為自己之記憶力差而閉口不敢說出。對於記憶力好之人，能夠將定義等流

利地脫口而出的人，極為羨慕。可是，最後的結果，往往是自認記憶力差的人，

很快地考上，記憶力最好的人，卻常名落孫山。 

何以記憶力好的人，反而常名落孫山，或較慢考上國考？如以記憶力記住

定義、程序規定時，多半無庸太過於煩惱；然而，只靠記憶力記住表面的定義、

程序規定等，雖表面有美的裝飾，正如同一外觀美麗，卻樑柱不堅固、力學計

算不足之建築物般，不耐震。所以，純記憶之知識，即使可以解出直接之問題，

然對於應用問題則往往沒有對策，只是從問題表面文意的角度思考問題，最後

是束手無策。反過來說，若不靠記憶，很自然地，會去思考「為甚麼？」。將

抽象的理論轉化為具體的印象，就能容易理解；再以論理（邏輯）或理由為聯

結，可以得到更好、長久的記憶；如此不斷地反覆努力，養成法律家般的思考

（Think like a lawyer）之習慣，即掌握到法的思考之能力，學習所得不僅

是表面，而是具有實質，對於應用問題或非典型的問題，自然上手。 

 

參  想像訓練 

想像訓練（image training），為運動選手之訓練方法之一，有的運動選

手因為受傷等原因停止訓練一段期間後，再回到比賽時，仍可大顯身手，所賴

者，為想像訓練。當他在病床中，雖不能出賽，反而湧現對運動的熱情，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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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想像在腦中作專心揮棒等之訓練動作。 

法律之學習，想像訓練極為重要。即使在來校途中之擁擠的公車中、捷運

車箱中，也可以一面在腦中浮現民事訴訟之程序，一面思考各種問題之問題

點。如此以想像訓練的方法，對由一連串的訴訟行為連鎖構成之程序法（民訴

法、刑訴法、強執法、破產法等）之學習，特別有效果。 

一旦習於想像訓練方法，對於各種程序相互關聯有所理會、將各別部分作

立體的組合、看到訴訟之全體像時，就可以不靠書即可自己思考，對於原不完

全理解處是否清楚，以論理推論出結論之積極的思考，養成習慣，成為自己之

學能，一旦有各種之疑問湧進心頭，自會因好奇而有積極的查書欲，自己的房

裡、圖書館中有書或網路可查時，立即去查，疑惑得到解答，是因理解而得，

不易忘，足見想像訓練方法有多重好處。  

孕育以具有強烈意欲之積極學習態度，在車中乃至行步中進行想像訓練，

易有效果。只是在書桌前看書、在課堂上聽課，思考方法是被動的，難免受束

縛。  

將想像訓練作為激化思考之方法，諸君務必嘗試。  

 

肆  來回於形式論與實質論、抽象的思考與具體的思考間 

民事訴訟之所以有難以親近之印象，其中一個原因或可能在於：當事人是

以「原告、被告」，或「甲、乙」，或「Ｘ、Ｙ」登場；但是，當事人之攻擊防

禦之展開，則以要件事實開始，而通常民事訴訟事件之展開，有如連續劇，當

事人之情緒則被壓抑，結果看到的只是表面上之形式而已。 

暫時捨棄實質，按照形式上所看到的由當事人展開之「法律要件的行動」，

去追尋訴訟事件之故事。亦即，透過程序之行動，逐一理解程序上之事項。此

種方法，是一面理解訴訟程序之構造，一面在程序內將逐次展開之要件事實，

對準焦點，冷靜仔細地思考，對學習民訴法言，適合且必要。但是，無論如何，

知悉抽象的思考之訴訟競技是有意思的（有趣的），並因此產生興趣，也相當重

要。在此認知之前提下，能對於各個程序問題，作深入之分析、檢討、思考，

必要時，對於當事人間之程序上的細節，也要作深入了解。 

如上所述，吾人學習程序法時，是在形式論與實質論、抽象的思考與具體

的思者間，來來回回，可以提昇民訴法學習之興趣。 

 

伍  抓住不放、平時綿密不間斷之工夫 

如果有好的讀書環境、在書桌前才要學習之想法，很容易漫不經心地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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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溜過。須知「少年易老學難成，一寸光陰不可輕」（明．朱熹詩）、「古人學問

無遺力，少壯工夫老始成」（宋．陸游詩）。 

學問之追求，首當立定志向、有所嚮往，為自己設立崇高的追求目標，因

眼光遠大而有如「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王國維，人間

詞話，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之第一境界）般之孤獨；須銘記抱定目

標抓住不放，如決意挑戰國考，要將國考當成麻醉藥，一次挑戰，就要緊抓不

放，鍥而不捨，雖敗不餒，不輕言放棄，想要從事法律職務，就必須整合自己

的能力，堅定信念持續努力；並且，須平時有恆綿密不斷，切勿偷工減料，必

須徹底地閱讀，盡己之「極限耐力」，不可企求速成，須知「欲速是讀書第一大

病，工夫只在綿密不間斷，不在速也。能不間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

自然充足」（清．陸隴其言），不能執著，稍遇困難，即逡巡不進，半途而廢，

必難成就，故當「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王國維，人間詞話，

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之第二境界）般之艱苦卓絕、勇往無悔的探索。 

實用法學者常言「判例，是法學的寶庫」。對於民訴法之學習者而言，除

教科書外，因訴訟實務而生之判例、判決、最高法院決議、法律問題之閱讀，

極為重要。不過，閱讀此等實務資料，必須下工夫，漫不經心的看過，助益有

限。特別是最高法院之判例、判決全文，應先將事實讀一次，自己思考結論，

再看自判斷之結果，與主文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讀其理由，思考為何不同，

即使一致，也要看其理由，確實思考判決理由是否正確。如此，可以提昇法律

問題之發現能力及法的思考能力。持之以恆，可以對自己的法的思考力有自信，

有挑戰未曾讀過之非典型的難題之興致，即使在國考碰到難題，也不至心慌而

束手無策，也不至只努力寫自己所知道的，而未注意到最重要者，在於出題者

所問的。能夠如此，最後或可以經過熱切追尋，在許多在第二境被淘汰出局之

眾人中，實現所立定的目標，得有不期而遇之成功，獲人之所未獲，有如「眾

人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王國維，人間詞話，古今

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之第三境界）般之成功時之驚喜。 

 

陸  國考之三個神兵利器（國考三寶） 

諸君決定以司法有關之國考（司法官、律師、司法事務官為主）為目標時，

無疑地，必須掌握三大神兵利器，即「條文」、「判例」、「考古題」。 

一 條文 

    對成文法國家言，法律之條文乃「法解釋學上之法源」，法院於具體的事

之問題點，與制定法（成文法）有關時，必須以法律條文作為最終解決紛爭之

基準。條文，可以說是法律學習之中心。即使紛爭不是在法院解決，也通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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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條文解決。所以，不懂條文，就不能說學過法律。法律學家就是「從條文開

始」，再回到條文。因此，法學院之學生，非重視條文不可。 

一位從零開始，只花了兩年，就通過日司法考試之日本律師（辯護士）莊

司雅彥，在其經驗談中，提及他觀察很多司法考試之考生，發現「就法律學之

各科言，嫻熟擅長與感到頭痛者間，可以用一條很明顯的線區隔出來」，這條線

就是： 

 對於「法律學，乃條文之解釋學」是否明瞭？ 

 對於「條文，有其體系」是否明瞭？ 

並且強調：「就此兩點，真的只須做到這兩點；反過來說，只要精準地理

解此兩點，法律學之學習，必會得有顯著的進步；十分簡單。」 

莊司先生提示之兩點，歸結之只是「條文之解釋學」一點，因為「條文之

解釋」本包括體系，特別強調體系，或可能常被忽略，而造成誤解。 

關於法律條文之解釋學，諸君早在修習法學緒論、民法總則時，就已學過，

本不須再提，不過現代之法律解釋學（法解釋學）之論著，雖不無龐大精深值

得深讀者，然此等巨著恐難速入其門徑，其實以國考為目標者，關於國考規定

之法律科目之條文之解釋學，只要掌握住基本之法解釋學及法解釋技法就可

以。以下就法律條文之解釋學，作基本的簡要提示。 

  法律之條文之解釋方法 

法律學之基礎，在於「法的三段論法」及「法律之條文之解釋方法」。法律

之條文之解釋方法，被定位在作為法的三段論法之一部分。在檢討條文之解釋

方法前，應明白法學上最基本的概念「法的三段論法」。 

將邏輯學之邏輯三段論，運用於「法的判斷」，亦即以法規為前提之裁判，

其論證過程之方法，特稱之為「法的三段論法」。法的三段論法，是以法規範

為大前提，以與法規範有關之具體的事實（依證據認定之事實）為小前提，以

由大前提及小前提導出結論。可以簡單的圖示如下： 

 具備法律要件，即有（妥當的）法律效果。（大前提＝法規範） 

 有某特定之（具體的）事實，符合法律要件。（小前提＝具體的事實） 

 某特定之事實，有法律效果。（結論） 

簡言之，法的三段論是將 法規範．法命題、 依證據認定之事實與法規

範該當、 該當之結果即生法律效果，作為論理的構成之方法。法的三段論法，

作為大前提之法規範及法命題，通常為法律條文（但是，也有並非個別的法律

條文，而是法律學之一般理論）。 

條文之解釋，簡要地說，就是弄清楚條文之意義；此為「適用」條文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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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因此條文之解釋，就是在確定「構成法的三段論法之法規範、法命題」之

「法律之條文之意義」的作業。換言之，法律條文幾乎都是由法律要件及法律

效果所構成，法律之條文之解釋學，就是以確定其法律條文（即法律要件及法

律效果）之內容，為其目的。 

不管是何種解釋方法，論理各有不同，所以無法只得出一種解釋之情形多

矣。應該如何解釋現在之條文，固屬於價值判斷之問題結果，然而大多數人間

之存在著共通之符合「正義」之價值判斷（社會通念），解釋之結論，應符合社

會通念，但是於具體的事例，可能會出現見解之分岐。即使條文之解釋，無法

避免分岐，仍應在法解釋學之基礎上，從事條文解釋之作業。 

條文之法律要件及法律效果之解釋方法，與法律解釋學之基本方法及個別

之解釋方法（技法）有關聯。「方法」，意謂著係通往符合「正義」目標的路徑；

亦即，法解釋乃將「正義」與「（方法之）論理」結合，法解釋之爭執，根本就

是價值判斷之爭執；法解釋之行為，是在操作法規條文之意義，其實踐的作用

無非是在決定「正義」。 

理解法解釋學之基本方法、技法，可以用一個極其單純之例說明之。假設

考試之試場規則有規定「鈴聲響，應放下鉛筆，停止作答，否則該科以零分計」，

該規定之要件「鈴聲響，應放下鉛筆，停止作答」應作如何解釋為例。 

在考試時，當結束鈴聲響起時，監考人員宣布「停止作答，鉛筆放下」，

此「停止作答，鉛筆放下」，若僅依表面文義解釋，放下鉛筆就沒有違反規定，

可是事實上使用鋼筆、原子筆，仍可繼續作答，如果只依表面文義解釋，鋼筆、

原子筆、中性筆、深色彩色筆，均非鉛筆，自不在規定禁止之列，即使不講方

法論，用直覺即可明顯地知道，如此的解釋違反「常識」判斷。又，橡皮擦雖

不是書寫工具，不能積極作答，可是可以擦去錯誤的答案，防止扣分，也是作

答方式，也應將之解釋包含在「鉛筆」之內。甚至於數學考試有幾何證明題時，

直尺、三角板、圓規雖不能寫也不能擦，仍可用於作答，如果不解為也為「鉛

筆」所包含，也違背「常識」。上述問題之解釋，監考人員不可能等待試場規則

制定權人重新規定，只要考生聽「停止作答，鉛筆放下」，沒有放下「鉛筆」以

外之可為作答、除去作答之其他筆具、橡皮擦、圓規等等之工具，皆應解釋為

違反「停止作答，鉛筆放下」之規定。 

像這樣於法律條文之解釋上，究竟是要依表面文義作反對解釋，還是就文

義加以限縮、類推、擴張，就作為論理的法解釋而言，往往是可以同時並存，

然而依不同之解釋方法，結論有異，究竟採取那一種解釋法始為妥當，就必須

要考量到制定法規之目的（即所謂「條文之旨趣．制度之旨趣」）。 

  法解釋學之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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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解釋的基本方法有四： 文理解釋（文義解釋）； 體系解釋（論理

解釋、調和解釋，即兼顧與其他法律統一性的調和之解釋）； 目的解釋（闡釋

法律規範目的之解釋）； 價值判斷（利益衡量）。 

  文義解釋（文理解釋）與體系解釋（論理解釋） 

法解釋之出發點，是僅以法律條文之文本（原文，text）即條文之文義，

作為解釋之方法，謂之文義解釋，或文理解釋。 

對於法律條文之文義，不只就個別條文文義，為解釋與理解，就不同法條

文間，為共通點、相異點及其相互關性，作整理分類及總結，再可以加速條文

之理解。即使是相同之法條用語，其文義解釋，或依通常之意義，或依在法律

用語上之特殊意義。前者，如民法第 6 條之「人」；後者，如民法第 27 條第 3

項之「善意」，雖通常意義之「善意」，乃指為他人著想之親切心，然而法律上

用語之「善意」，則只是單純之「不知（情）」之意。如此般只考量文義、依其

條文句法及文理，作為法條之解釋方法，即文義解釋。文義解釋乃法解釋之開

始（第一步），故謂「法之解釋，始於文義」。 

不過，在進行文義（文理）解釋之際，非同時考慮「體系解釋」（「論理解

釋」）不可。體系解釋，是以某法規範與其他法規範作比較、對照，確定該法規

範在體系上之意義之解釋方法；亦即，就各法規該當於法規範所構成之法體系

中，各別所占之適切的地位，在內容上應如何加以調和之解釋方法。此種解釋

方法，是從法體系觀察，盡量不生矛盾下，究竟應該如解釋之解釋方法。又，

體系解釋係以文義解釋為前提，故必須在法規範之可能之語義內行之。 

條文之解釋，如果條文之內容明確，僅以文義解釋（或體系解釋）即足矣，

法解釋之作業即完結（包括具體的事實不應適用該條文，同時為反對解釋）。若

依文義解釋，無法確定條文之意義、內容，或者無法得出妥當之結論，就須進

行下一步驟之法解釋。 

  廣義之目的論的解釋．利益衡量解釋論 

作為法解釋之第二步，除了法律條文之文義、文本之外，還須考量條文之

立法旨趣。理解有關條文之立法旨趣之基本思考方法，可謂是廣義之目的論解

釋，除廣義的目的論的解釋之立法者意思解釋（歷史的解釋、主觀的解釋）、狹

義之目的論的解釋（法律意思解釋、客觀的解釋）外，須注意作為廣義之目的

論的解釋之前提論理之依利益衡量（價值判斷）之解釋。 

１ 廣義的目的論的解釋－法律意思解釋．立法者意思解釋 

理解條文之立法旨趣時，其中心之課題，為廣義的目的論的解釋。此廣義

的目的論的解釋，究應採取何種立場，學說上主要有立法者意思說（狹義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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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論的解釋、立法者意思解釋、歷史的解釋、主觀的解釋）、法律意思說（法律

意思解釋、客觀的解釋）。前者是依立法之資料等，探求法規立法當時之目的及

意義，以之為中心，作為解釋條文之立場；後者，是以現在之社會狀況為前提，

探求法規所制定之目的，推測如果當時之立法者，於現在立法，究竟會作如何

立法，並以之為解釋之立場。 

法律意思說已經是現代法解釋學之壓倒性的通說，蓋立法意思說的致命缺

陷，在於立法之後經過長年累月，國民為什麼無論多長的時間，都必須受到立

法者之見解的拘束。特別是立法意思說是在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經濟體制下，依

立法者的意思所制定之法律，在現代混合經濟之下，常見在妥當性上大有疑問，

因此有為不同於立法者意思之解釋的必要，通說法律意思說之登場，可謂是必

然結果。 

２ 依利益衡量．價值判斷解釋 

依利益衡量、價值判斷解釋，乃於法律條文之解釋，於利益衝突時，作何

種利益應優先保護，乃至於價值衝突時，作何種價值應優先保護，究竟應從種

觀點為解釋之立場。 

利益衡量之解釋之過程中，亦可為比較法的考量。 

圖 13-1 法解釋之基本方法 

 

 

解釋

1、立法意思說
2、法律意思說

文理解釋
（文義解釋）

價值判斷
（利益衡量）

與其他法律之
統一性

（體系解釋）

立法者之意思
（目的解釋）

 

 解釋之技法（法解釋之具體的方法） 

條文之立法旨趣認識、確定之後，要進行解釋之第三步驟，即使用解釋之

技法，決定條文之具體解釋。 

解釋技法，大別之，有三： 縮小解釋（限制解釋、限縮解釋）、 廣義

的擴張解釋、 反對（面）解釋。廣義的擴張解釋又分： 狹義的擴張解釋、

廣義的類推解釋。廣義的類推解釋又分： 當然解釋，又可分 縮小當然解

釋、 擴大當然解釋。 狹義的類推解釋，又可分 個別類推（單一規定之類

推、法規類推、法律類推），乃一個法條條文之類推解釋。 綜合類推（複數

規定之類推、全體類推），乃依複數同類之法規定為類推解釋（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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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 法解釋之全體構造 

 個別文本 關聯文本 

以文本為限 文義解釋（文理解釋） 體系解釋（論理解釋）  

 

 

立法之旨趣 

目的論的解釋（廣義）  

 立法者之意思解釋（歷史的解釋、主觀的解釋）  

 狹義之目的論的解釋（法律意思解釋．客觀的解釋）  

（廣義之目的論的解釋之前提論理，則包括依利益衡量．價值判斷、比較

法的考量等之論理）  

 

 

解釋之技法 

 文義解釋（文理解釋）（法令規定之文本之限縮或擴張）  

 限縮解釋（縮小解釋、限制解釋）  

 擴張解釋（擴大解釋）（對於法令文本未直接載明事項之對應）  

 反對解釋 

 類推解釋（個別類推、綜合類推）  

  當然解釋（縮小當然解釋、擴大當然解釋） 

１ 限縮解釋 

限縮解釋，乃就法律之條文之文義，作比一般的意義內容更狹小之解釋。

當該當法律條文基於立法旨趣（利益衡量．價值判斷）之目的論的解釋，而修

正其文義，使條文之適用範圍縮小，即為限縮解釋。例如「再審之訴實質上雖

係前訴訟程序之再開，究與一般通常程序有別。倘法院就當事人依通常程序所

提起之婚姻事件，裁定移送與當事人就婚姻事件確定判決所提起之再審訴訟事

件合併審理，將使該通常程序之婚姻事件久懸不決，延宕訴訟，徒增訟累，有

違訴訟經濟，並使訴訟關係趨於複雜，自與婚姻事件合併審理之立法本旨有悖。

故民事訴訟法第572條之規定，應限縮解為依通常程序提起之婚姻事件，不能裁

定移送與婚姻事件再審之訴合併審理。」（96台抗466裁定） 

２ 擴張解釋 

 廣義之擴張解釋 

廣義之擴張解釋，乃就法律之條文之文義，作比一般的意義內容更廣大之

解釋。當該當法律條文基於立法旨趣（利益衡量．價值判斷）之目的論的解釋，

而修正其文義，使條文之適用範圍擴大，即為廣義之擴張解釋。此廣義之擴張

解釋，包括： 一般通稱之擴張解釋，即狹義之擴張解釋； 類推解釋。 

當確定立法者之意思（條文之歷史的意義內容）之後，判斷該法條適用結

果在「理」上不妥當，而須擴大文義適用範圍時，即須以廣義之擴張解釋以補

充對應之（填補法規文義之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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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狹義之擴張解釋 

狹義之擴張解釋，乃將法律條文中之語義（用語與文句、文理之意義），

作超越在法規使用上之通常意義內容之解釋。 

所應注意者，狹義之擴張解釋與限縮解釋，兩者之區別，並非在於關於概

念不同之事實之問題，而是在同一概念、同一用語之框架內之事實評價之問題。

易言之，乃在概念及用語上之意義內容之廣、狹的問題。 

３ 類推解釋與反對解釋 

類推解釋，就某事項法律無直接身明文規定，惟其「重要之點」已有法律

明文規定，基於「有相同意向之事項，要作相同意向之處理（相似事項，要作

相似之處理）」之法原則之組合的判斷方法。簡言之，在「重要之點」類似者，

適用之。何者為「重要之點」，則屬價值判斷之問題。例如「國家機關因裁撤

或改組而不存在者，其性質與法人因合併而消滅者相類，故其訴訟程序應類推

適用民事訴訟法第169條第1項規定，在承受其業務之機關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

停止」（89台上868判例）。 

反對解釋（反面解釋、反對論法），基於「不同事項，要作不同處理」之

法原則之組合的判斷方法，乃針對關於法命題無直接之明文規定時，由明文規

定之一定之法命題，所引導出其反對命題之解釋；簡言之，即不適用其規定也，

亦即為適用規定的例外之解釋也。例如，國家機關因裁撤或改組而不存在者，

其性質與法人因合併而消滅者相類，故其訴訟程序應類推適用民訴法第196條第

1項規定，在承受其業務之機關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89台上868判例）。 

反對解釋與類推適用，都是站在同一之基礎，同屬於廣義之擴張解釋，均

為論理解釋之一環。兩者之推論結果，是「反對解釋＝類推適用之否定」，兩

者對立，卻不同於處於對立關係之限縮解釋與狹義之擴張解釋間，而是在同一

概念、同一用語之框架內，事實評價上對立之概念。易言之，類推解釋與反對

解釋，乃對於概念不同之事實，在價值判斷上，作是否應為法規範所及之問題。

對於同一法命題，究竟應作反對解釋，還是應作類推解釋？如何依個別不同情

形決定，有其困難，無法從此兩種解釋作邏輯推論的解決，必須求之於法的價

值判斷，正因為如此，最後終究須先預先有一定之概念，依其目的性論的解決，

別無他法。於「重要之點」即與法規定類似者，始可類推適用，何者為「重要

之點」，實為價值判斷之問題，不能僅以僅以表面上之理由，遽作判斷。 

狹義之擴張解釋，乃在法規之文理的意義之框架內行之；類推解釋，則以

法之欠缺為前提，以間接推論之方法，作為適用法規之填補欠缺的技法。因此，

兩者在法理論上，應該可以區別；不過，在實際問題中，兩者往往難以區別，

甚至有時僅如一紙之隔，在難以區分之情形下，有以「擴大、類推適用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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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通常僅稱類推解釋，不稱擴張解釋。 

４ 當然解釋 

當然解釋，乃法雖無明白規定，但揆諸事理，將某事項解為當然包括在內

之解釋法。謂「舉重以明輕」或「舉輕以明重」之法理，即表示其解釋方法係

當然解釋，前者稱「縮小當然解釋」，即「由大至小之推論（argumentum a maiori 

ad minus；Schluβvon Gröβeren auf das Kleinere），例如：容許週年利率

百分之二十之金錢借貸，週年百分之十之金錢借貸當然容許；後者稱「擴大當

然解釋」，即「由小至大之推論（ argumentum a minus ad maiori；Schluβ

von Kleineren auf das Gröβere），例如應負「普通過失」責任，當然應負

「重大過失」責任。「當然解釋屬類推之一種（亞種），只是其類推之容許性極

其明確，乃至一見可辨（通說）。例如「已終結之準備程序如尚未闡明訴訟關係，

或有其他必要情形，自得隨時再開，如在訴訟卷宗尚未送交受訴法院之前，受

命法官認有再開之必要者，得自行撤銷終結準備程序之裁定，蓋該裁定為指揮

訴訟之裁定，為裁定之受命法官原不受其羈束故也（民訴法第 238 條但書參

照）。若在卷宗已送交受訴法院後，受訴法院認有必要時，亦得以裁定命再開

已終結之準備程序，此為修正前民訴法第 274 條第 2 項之當然解釋」（89 台上

2448 判決）。 

圖13-2 法解釋技法（具體的方法）之整理  

法解釋之技法

限縮解釋（限制解釋）

擴張解釋
（廣義）

個別類推  

綜合類推  
類推解釋
（狹義）  

當然解釋

擴張解釋（擴大解釋）
（狹義）

反對解釋

類推解釋
（廣義）

縮小當然解釋

擴大當然解釋

 

５ 準用 

準用，乃法律關係關於某事之規定時，以法律規定其他事項亦得以類推之

作用而準據該法律之規定之謂。準用，乃於法條上明文「○○規定，於○○準

用之」「○○時，準用○○之規定」等之適用之問題，即法律明文將Ａ規定，作

必要的修正後，適用於與Ａ事項類似之Ｂ事項之法定應採取類推適用之規定。 

準用可謂是「有明文規定之類推適用」，類推適用則可謂是「沒有明文規

定之準用」。又，由於準用係法律明文授權將法定案例類型之規定，適用於另

一(未規定法律效果，或未規定構成要件及法律效果之)類型之上，故有稱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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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式的類推適用」。我國民事法準用性質之條文用語不一，多逕稱「準用」

（如民法第 103 條，民訴第 50 條）；然亦有其他態樣者，有稱「依關於…之規

定」（如民法第 197 條第 2 項、第 353 條）；有稱「適用關於…之規定」（如民訴

第 324 條）；有稱「比照…（之規定）」（如民法第 89 條、第 251 條、第 318 條

第 3 項），有稱「亦同」（如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民訴第 232 條第 1 項後

段）；有稱「亦成立」（如民法第 474 條）。 

６ 擬制（法律上之擬制） 

擬制，雖非屬法解釋之技法之一，然與法解釋技法之類推解釋有關聯，又

與其對立概念之「法律上之事實推定」有時易混，故特於此說明。 

擬制，在事實上性質有異，而依法律則視其性質相同者。申言之，將本質

與甲有異之乙，在法律的處理上，看成甲相同之效果，亦即，乙與甲雖不具類

似性，卻（強制）將乙與甲作相同看待（一視同仁），如此之在事實上性質有異，

而依法律則視其性質相同，生相同之法律效果，者，稱之為「擬制」，又稱「法

律上之擬制」，蓋擬制須有法的依據，無法依據之擬制，未之有也。又，擬制

係將乙「全部」適用甲規定之法效果，有別於類推或準用之僅將「部分」特定

事項適用於特定之規定。 

圖 13-3 法律上之事實推定、類推適用、法律上之擬制之主要差異 

法律上之事實推定

≠

（經驗法則之）法定

推定之法律規定

前提事實

甲事實 乙事實 法律效果Ａ

 

推定事實

 

推定事實之要件及法律效果之法律規定
＊得以反證推翻之（乙事實）。（即得以無乙事實之反證，推翻乙事實存在之推定，亦即因此反證不適用規範乙事實之法規）
類推適用

丙事實

應類推之事實

法律要件及效果，或法律效果
（未規定）

丁事實 法律效果Ｂ
兩事實具有類似性

所類推適用之規定之事實

 

所適用法律規定之要件事實及法律效果

戊事實

法律效果（法文簡略）

＊不得以己事實為反證推翻戊事實，並且戊事實之法律效果，「完全（不修正的）適用」己事實之法律效果規定。

（法律上之）擬制
須擬制之事實

＊非以丁事實之法律規定作反對解釋，而是因丙事實與之類似，故丙事實依丁事實之法律效果規定，「修正適用」之。
    「準用」則為法律明文規定之類推適用。

己事實
兩事實本質不同

類推（修正的）適用

法律效果Ｃ

所擬制適用之規定之事實

 

所適用法律規定之要件事實及法律效果

因法律規定將戊事實「視為」己事實，而完全（不修正的）適用

 

故知，擬制規定之未直接規定法律效果之事項，與原有法律效果規定之所

擬制事實，兩者本質不同，不具備類似性，此點與類推解釋（適用）、準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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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具有類似性為要之主要不同之所在。因此，擬制乃如依法律規定，如能證明

乙事項存在，即視同有甲事項之法律效果，「事實．（被）擬制事實」關係，乃

「真．偽，或不可能」關係之法技術，「（被）擬制事實」不得以反證推翻。此

與「法律上之事實推定」之「事實．（被）推定事實」關係，乃「真．可能的、

蓋然性的真」之關係，「（被）推定事實」得以反證推翻；此乃「法律上之事實

推定」與「擬制」最重要不同之所在。惟應注意者，二者之區別，仍有其曖昧

之處；例如，我國民法第 9 條死亡宣告之效果為「推定其為死亡」，乃法律上之

事實推定，日本民法第 31 條失蹤宣告之效果為「視為死亡」，乃擬制規定，就

身分法與財產法上之制度言，均以實踐目的之妥當性作為決定之基準，解釋之

結果皆相同。 

７ 法律解釋之思考流程 

何種解釋方法是適當的，應該以怎樣的順序決定那一種解釋方法，確實是

棘手的問題，學術上有所謂「法解釋論之論爭」，持續不已，此恐為永久持續、

難有共識之問題，難以在此作詳細說明。不過，法律解釋之思考流程，通常可

以圖解如下： 

圖 13-4 法律解釋之思考流程  

開始

Yes

No

文義解釋

No

Yes

綜合類推

Yes

No

個別類推當然解釋擴張解釋反對解釋限縮解釋文義解釋

成為問題之事實，符合法律條文之文義。

　可否適　
　用？

 適用是否
 不妥適？

　適用是否
　不妥適？

 可否擴大文
 義適用？

 應否當然發
 生與條文之
 類同效果？

Yes

 可否同時援
 用其他條文
 之旨趣？

Yes

Yes

No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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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判例 

實務的體驗，可以加速法之理解；經實務的體驗學習法律，絕無僅有，融

入案例學習，是唯一可取代之道，特別是由實際案例所產生之「判例」。故曰「判

例，是法學的寶庫」。此之「判例」，在我國或應該包括未經公告為「判例」之

法院裁判、法律問題座談會（以下稱判例，包括法院裁判、法律座談會之文書

資料）。判例之過程，大別之，有二： 事實之認定、 法律之適用；法院解決

繫屬中之具體事件，除事實認定外，必須就所包含種種相關之法律問題，提出

解答。 

當法院對於法律問題提出解答時，於未來發生相同法律問題時，多數為相同

之解答，所以也要儘量循從先例，蓋裁判基於正義之要求－「法」之基礎上平

等之理念。就原則上宜以先前判例為基準為裁判言，判例在我國之地位，雖非

如不成文主義國家為「制度上之法源」，然亦占有「事實上之法源」之地位。 

由於「判例」是在與條文之關係之基礎上產生，所以不只是可以記住判例而

已，還要從「判例與條文間之關係到底為何」之觀點，去理解判例。 

法學的詞彙、理論，多數是抽象的，如何將難以理解之法律詞彙、理論，與

自己的具體的經驗連結，加以理解，是學習法律科目之重要關鍵，因為無法將

具體之經驗、事例，與抽象的法學詞彙、理論予以具體化，並加以理解，不能

將具體的事例運用於法學的詞彙、理論，終究只是記憶模糊而抽象的概念，也

就無法有長久的記憶，自然無法在碰到實際事例時，運用所學的法學理論，無

法將所學之法學理論，化為有用的知識。 

不過，每個人之具體的經驗有限，想要以真正自己具體的經驗，作為與所學

之法學理論之連結，必然不足，判例是法院對於真實事例適用法律之文書資料，

具體又真實，正可以補此不足。 

閱讀一宗民事訴訟資料，從原告起訴請求，作為起訴之原因事實以及作為法

律之理論，提出什麼主張，對造（被告）在事實及法律上之理論，提出什麼答

辯，法院如何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判決之結果如何，乃至上訴以後兩造之主

張、上級審之判決結果等等，依順序閱讀，可以從訴訟之實例，理解、領會事

實認定之方法，及法院對法律之解釋如何進行，可以弄清楚法律條文如何適用

於具體之事例中。通過學習判例、判例的意義，以及判例之制作方法，為進行

訓練法律及運用法律的能力之最有效方法之一。 

因此，謂「判例，為法學的寶庫」，實未誇張。學習實用法學之法律科目，

絕不可忽略判例之重要性。所應注意者，法院（法官）本於審判見解獨立原則，

至少在理論上，判例並無拘束性，法院有不遵照先例（包括最高法院之判例）

之權限，只是應該本於一定之慎重；要知道：在大多數情況下，遵循先例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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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然而法官不應遵循一個錯誤的先例，因為「已經有一個人深受其害，不

能讓其他人因為相同的情形而再受其害」。 

查閱判例、裁判、法律座談會之初，或許會覺得費時、厭煩，等到明白該等

資料都是活生生的情況及事例本來之真面目，自然產生興趣，養成有效的法律

思考之習慣。 

三 考古題 

應試學習法，是要求學習者在短時間內找到給定時問題的答案，通過應試

學習法鍛鍊出來的能力，可以迅速掌握知識和解題的執行力。考試是尋找答案

的過程，是學習謙虛的過程，透過考試找出自己的錯誤，是迅速達到學習的途

徑。不是為考試而學習，而是為學習而考試。固然可以將通過考試，作為學習

的目標，卻是人生的目的，所要嚴肅思考的目的，是在通過之後。 

試著將所有的考古題解解看，作分析研究，包括分析「出題者的心理」，

不要倚賴坊間分析出題趨勢的書，也不要去背此類書所寫的答案，因為別人的

作答，不是自己的「思索」所得，只是埋頭找解答，不是「思索」，必須自己實

際查閱、分析、研究，才能發現或體會所學之不及或疏漏處，自會增進所學。

從作考古題之「量」，也會提昇自己法學之「質」，大量地解考古題，也會提昇

法學之智識，因為「學習」之「學」，本有仿效之意（如「學者，『學』其所不

能」、「美西施而『學』其顰」之『學』）；「學習」之「習」，亦有熟復、累積、

慣常之意（如「學而時『習』之」、「用事既久，乃慣習故『習』也」、「『習』（重

覆）謂便習（慣習）之」之『習』）。 

徹底地反覆模仿考古題之解題，不但可以習慣過去問題之題目（題型）、

掌握題目的趨勢，也可以連結抽象的理論、具體事例，對於法律之智識力之提

昇，有莫大的助益。 

最終修訂日：2021 年 3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