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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民法典對臺商的意涵與影響

一、訴訟時效

訴訟時效從「知道」或「應知」時起算 3年；
超過 20年時效消滅。是以，臺商應注意：追債
不要過時。

二、物權

臺商在大陸置産，應注意「民法典」笫二編
「物權編」的規定：

（一）住宅建設用地使用權「期滿自動續期」，
續期費用的繳納或者減免，依法律或行政
法規的規定辦理。（359條）

（二）工廠、店鋪、辦公室等「非住宅」建設用
地使用權期滿的續期依法律規定。（359
條第 2項）。

（三）豐富的「用益物權」。因為土地所有權國
有、集體所有，所以，大陸民法創設了較
豐富的「用益物權」，除了上述的「建設
用地使用權」以外，還包括下述的重要權
利：

（四）土地承包經營權

耕地可以承包 30年，草地 30至 50年，
林地 30至 70年。注意要登記，取得證書。
取得承包權可以用出租、入股或以其他方
式向他人「流轉」，流轉期限超過 5年的
最好辦理登記，否則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

（五）宅基地使用權

此項限於大陸的「村民」。

（六）居住權

依合同、遺囑成立居住權，成為「物權」，
要辦理登記。不得轉讓、繼承。

民法的意涵與功能

在美中對立、新冠肺炎造成不安的大環境
下，中國大陸於 2020年 5月 28日頒布了「民
法典」，訂於 2021年 1月 1日施行。此次大陸
通過完整的「民法典」極具重要性，如果習近平
主席能夠重視「民法典」，可以在他任內努力推
廣，應有助其歷史定位，才是真正「以民為本」
及「實現中國夢」，而不必依靠「國際爭霸」作
為歷史定位。

二百多年前，拿破崙雖然多次於戰爭中獲得
勝利，但最終仍以征伐莫斯科及滑鐵盧戰役失敗
收場，但拿破崙時代留下的 1804年法國民法典，
則開創了大陸法系的典範，至今仍被法國使用，
比同為大陸法系的德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早了
近百年。中國大陸經長期革命、左右搖擺之後，
終於在 2020年頒布了「民法典」，而 1930年
頒布的中華民國民法至今仍適用於臺灣。

民法的時代意涵是：保障私有財產、經濟上
以合同的形式作自由公平交易、侵權應負賠償責
任、保護人格權、婚姻權利義務、私權可以繼承。
「民法典」整合了自 1986年來相關「單行法」，
可以說是承繼了大陸過去 40年來「持續保障私
有財產」的方向，如果説要以民為本、真正要為
人民服務，那麼「民法典」就是它的核心基礎。
「民法典」的完成立法，也可以説是補上了中國
4000年來對私產保護的不完整、不穩定，對儒
家思想不足於「制度性保障」的重要補充，具有
重大的歷史性意義！

上述民法的意涵，也適用於臺商在大陸經營
與生活，值得臺商關注。以下介紹臺商應注意的
重點内容：

蔚理法律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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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地役權

依合同利用他人的不動產，提高自己不動
產的效益。建議向登記機關辦理登記，才
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

（八）確認對「數據」（資訊內容）、網路虛擬
財產的法律保護（127條）

（九）完整化公寓大廈區分所有管理的規定（271-

287條）

（十）疫情、救災需要可以「徵用」私有不動產、
動產及補償、返還的規定（245條），可
以説是「與時俱進」的「創新」規定。

（十一）抵押人可以出讓抵押物（不影響抵押
權），不須抵押權人的同意。不動產
及動產、現有及將有或建築中的財產、
原料、半成品都可以抵押。

（十二）非典型擔保的承認（擔保合同包括抵押
合同、質押合同和其他具有擔保功能
的合同），打破「物權法定主義」（第
388條）

三、合同及債權

臺商在大陸做生意，提醒在簽合約（合同）
時應注意以下規定：

（一）完善通過「互聯網訂立電子合同」的訂立
規則。（469、491、512條）

（二）為了疫情、救災，「國家」可以下達「指
令性計劃」，使各主體有義務訂立合同
（有如此次疫情期間我政府徵收廠商口
罩）（494條）

（三）情勢變更：合同的基礎條件發生了不可預
見的變化（不屬於商業風險的），可以協
商、仲裁或由法院判決變更或取消。

（四）價格應注意「政府定價」或「政府指導價」
的變化及處理原則（513條）

（五）簽約人的保密義務及賠償責任（501條）

（六）當事人超越經營範圍訂立合同的效力，應
依照「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以及「合同
編」有關規定確認，不得僅以超越經營範
圍確認合同無效（505條）

（七）租賃合同

相對於上面所述的「物權」，租賃則屬於
「債權」（依合同）

集郵愛好者展示民法典施行
紀念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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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最長 20年。此外，承租人有優先購
買權。

（八）融資性租賃合同

屬於「準」金融交易，是大陸法律的新規
定。在危險負擔、資金回收、结算等方面
有別於傳統的租賃合同，適用於和租賃公
司之交易 (但和一般的租車不同）。

（九）保理合同

即「應收帳款債權」的買賣，方便企業的
資金周轉，是大陸民法的創新規定。

（十）完善「技術合同」的規定（843-887條）。

（十一）增加物業管理合同的規定（937-950條）

（十二）準合同（無因管理、不當得利）

四、婚姻幸福美滿與法制

對婚姻、夫妻財產規定的重點如下，希望臺
商婚姻幸福美滿，妥善安排婚姻法制：

（一）結婚年齡

男滿 22歲，女滿 20歲（1046條）

（二）無效婚同居的法律關係

無效的婚姻自始沒有法律約束力，不發生
夫妻的權利義務。但同居期間所得的財產，
由雙方協議；協議不成由法院根據「照顧

無過錯方的原則」判決；所生子女，適用
民法關於父母子女的規定。（1054條）

（三）可以以書面約定夫妻財產歸各自所有；債
權人知道該約定的，以夫或妻一方的財產
清償（1065條）。因此，如何讓債權人「知
道」，很關鍵。

（四）夫妻共同財產

沒有如上約定的，夫妻「共同財產」（婚
前財產或贈與或遺贈合同確定只歸一方的
例外），共同的範圍包括工資、獎金、勞
務報酬、生產、經營、投資收益、知識產
權收益、繼承或受贈財產（但合同約定只
歸一方的例外。所以「遺贈」很關鍵，如
果沒有遺贈而是一般繼承，就成為夫妻共
有）（1062-1063條）。

（五）債務：「超出日常生活需要的」債務，
由一方負責，但債權人可以反證用於家
庭。在日常生活需要的債務為共同債務。
（1064條）

（六）協議離婚登記 30天內可以撤回。

（七）因感情不和分居 2年，可以離婚。「其他
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也可以離婚。
經法院判決不准離婚，雙方又分居満1年，
法院應准許離婚（1079條）。是以，大
陸離婚比臺灣容易多了。

 

1月 1日起，中國大陸民眾若想申請協
議離婚，必須通過申請、受理、30天
冷靜期、審查、登記發證等五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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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女方在懷孕期間、生產 1年內，男方不得
請求離婚（1982條）。

（九）子女未滿 2歲的，由母親扶養為原則，子
女已滿 8歲的，尊重子女的真實意思。其
他的由法院決定（1084條）。

（十）離婚時夫妻財產之處理

先協議。協議不成，由法院根據財產的具
體狀況，依照照顧子女、女方和無過錯方
權益的原則判決（1087條）。無過錯的一
方另外有權請求賠償（1091條）。對有隱
匿、移轉、變賣、揮霍夫妻財產的一方，
可以判「少分」或是「不分」（1092條）。
所以，對「做錯事」的人很不利。

五、繼承

大陸「民法典」對私有財產的繼承做了下列
重點規定：

（一）繼承分法定繼承及遺囑繼承。以遺囑決定
繼承並没有像我國民法有「特留分」的
限制規定，只是要為缺乏勞動能力又沒
有生活來源的繼承人保留必要的財產份額
（1141條）。

（二）法定繼承：笫一順位為配偶、子女、父母。
（1127條）並規定廣泛的代位繼承（註：
和我國民法規定「父母」之順位在子女之
後不同）。

（三）配偶之一方先逝，共同財產的一半分出為
未亡人所有，其餘一半為遺產（1153條）。

（四）遺產分割應當有利於生產和生活需要，不
損害遺產的效用。不宜分割的遺產，可以
採取折價、適當補償或者共有等方法處
理。（例如繼承企業時；1156條）。

（五）雖然，立遺囑的方式有幾種，但實務上還
是以「公證遺囑」最沒有爭議。

六、人格權保護及各種侵權行為

人格權的保障規定及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的重
點如下：

（一）大陸「民法典」特別在第四編以 52個條
文（89-1039條）來彰顯對「人格權」之
保護。和我國民法只以 7條（17、18、
19、192、193、194、195條）不同。

（二）人格權包括姓名、肖像、名譽、榮譽、隱
私、個人信息保護、遺體、生命權、身體
權和健康權。

（三）規定了性騷擾的保護與責任（1010條）。

（四）禁止人體細胞、組織、器官的買賣（1007
條）、臨床試驗應告知風險及取得書面同
意（1008條）。

（五）大陸「民法典」在最後的第七編規定「侵
權責任」，共計 97條（1164-1260條），
和我國民法通用的第 184條、185條及特
別的 186-198條僅 15條比較，相對詳細。

（六）按侵權行為的類型，規定了產品責任、交
通事故、醫療責任、環境污染及生態破壞
責任、高危險責任（核、航空、易燃、高
空、高壓）、飼養動物的責任、建築物及
物件責任。

七、民法思考及解釋方法

大陸「民法典」的施行是 40年來大陸法制
建設的大事，目前大陸 50萬名律師無不加緊腳
步努力研究、適用民法，相信民法的影響力會愈
來愈大。在此基礎上，儘管社會上對人治的擔憂
仍在，但法治的程度預料將愈來愈高，則為歷史
的大方向。鑒於大陸「民法典」對臺商經營事業
及家庭生活有重大影響，臺商宜責成適當的法務
人員加強對民法實務的研究與熟悉，調整「應為」
及「不應為」的行為，才能長久持續適應大陸的
經營環境及保障自身權益。

觀察到臺灣的民法權威教授王澤鑑 60年前
從德國引進民法的解釋方法及請求權基礎的思考
模式，他的豐富民法著作 30年來持續暢銷於臺
灣及大陸，於此時大陸「民法典」施行之際，更
加受到大陸法學界歡迎，可見民法的思考方式及
解釋方法，比較有普世性，適合於經濟社會，這
也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