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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傳統固定形式之連繫因素，面對國際社會形態之變化，恐已力有未逮，此

時，美國之新選法理論或英國之適切法理論是否可有效以濟其窮？在大陸

法系之體制下，其接受之方式或界限如何？頗值研究。 有鑑於傳統衝突規

則之缺點，尤其是我國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自民國四十二年六月六日總統

公布之後從未修正，其不合時宜不言可喻，國內學者多有主張引進美國新

選法理論者； 惟究應如何繼受？應全盤吸收抑或有其限制，則有討論之必

要。 在比較法上，歐陸諸國已或多或少採用了美國新選法理論 ，如瑞士、

德國、奧地利、羅馬尼亞等，但其繼受之程度與方法並不盡相同，且為適

合其本身法制，而創造了即刻適用法及特徵性履行等等之理論與之相副，

這是否意味著傳統大陸法系國家在引進英美法系特有理論時，有其基本限

制？此於我國法上實有參酌之餘地；又我國是否可率然師法歐陸諸國之方

式？亦非無可疑。 我國與鄰國日本，不論在地域上、文化上及法律繼受

上，關係均十分密切，因此有關日本方面之討論，乃本文著墨之重點，以

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而中國大陸方面，亦基於類似之考量，

或有可與其相互攻錯之處。 此外，網際網路之準據法乃新興之課題，其困

難非僅如此，網路網路打破國界的威力，亦對國際私法產生挑戰，此時美

國新選法理論是否能收宏效？甚至反過來說會毫無用武之地？實值深究。 

本文擬將重點放在大陸法系國際私法吸收英美法系國際私法時可能之模

式，並思考在我國之法制與國情之下，宜採何種規範方式；且就網際網路

對國際社會之改變與對國際私法之衝擊，加以論述，以期更能掌握國際現

勢。  本文共分十章，共計十九萬言。 本文第一章首先敘明研究動機及提

出問題，並確定研究範圍、方法與架構；再於下節中對彈性衝突法理論之

意義、名稱與內容範圍加以界定。  第二章中，為尋找彈性衝突法理論之

起源，概述英國適切法理論之沿革；而除了學說之探討外，並強調英國判

例法系之特色，著重代表性判決之意義。  第三章，概述對全球國際私法

變革有著舉足輕重影響之美國新國際私法理論，除了並重學說與判決之研

討外，亦試圖尋求與適切法理論之關聯性，並探究其他國家接受之可能

性。  第四章，面對美國新選法理論對大陸法系國際私法的無情批判，大

陸法系國家亦應有其自存之道，於吸收英美之經驗進行改革之先，保留原

有法制之優點，並辨明美國學者批判之當否，有其必要，本章擬就大陸法



系傳統始，對部分宥於法系立場之批評加以排除，再就真正需要改革之部

分，分理論與實證兩方面，對大陸法系之彈性衝突法與相關之修正方式加

以論述。  第五章，有鑑於中國大陸與我國各方面之相近，且其國際私法

法制較類大陸法系法制，在彈性衝突法之發展上，頗有得借鏡之處，故特

加論述。  第六章，我國國際私法立法頗多習自日本法制者，而近年來日

本不論於學說或是修法上，對於彈性衝突法理論之引進，頗為可觀；故於

此乃就日本之學說、實定法與判決加以討論。  第七章，如前對於彈性衝

突法之沿革、理論內容、演進以及各國實踐之程度已加以說明，而反觀我

國對於彈性衝突法，在實定法及學說上尚稱缺乏，故仍有許多討論空間；

最後並就相關判決加以評釋。  第八章，網際網路之衝擊可謂對各個法領

域皆生挑戰，而對國際私法而言，彈性衝突法是否亦可於此見其成效？殊

值討論。  第九章，綜合前述各章之說明與討論之結果，對我國未來彈性

衝突法發展之可能方向，於此乃試抒私見。  第十章即為本文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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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１５.張慧瓊，〈日本一九八九年國際私法之部分修正法〉，載《國際

私法理論與實踐（二）－劉鐵錚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劉鐵錚教授

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臺北：學林文化，一九九八年九月一

版。 １６.劉初枝，〈西德一九八六年新國際私法〉，載《「國際私法論文

集」國際私法研究會叢書（二）》，臺北：五南圖書，一九八八年二月初

版。 １７.劉興善，〈法院於外國法適用案件所扮演角色之探討〉，載《國

際私法理論與實踐（一）－劉鐵錚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劉鐵錚教

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臺北：學林文化，一九九八年九月

一版。 １８.劉鐵錚，〈國際私法上定性問題之研究〉，載氏著，《國際私

法論叢》，臺北：三民書局，一九九一年三月三修訂再版。 １９.賴來焜，

〈中國大陸地區國際私法之最新發展〉，載《國際私法理論與實踐（一）

－劉鐵錚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劉鐵錚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

輯委員會編，臺北：學林文化，一九九八年九月一版。 ２０.賴來焜，〈國

際私法最新資料選編〉，載《國際私法理論與實踐（二）－劉鐵錚教授六

秩華誕祝壽論文集》，劉鐵錚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臺

北：學林文化，一九九八年九月一版。 ２１.謝說容，〈動產物權之準據法

及未來之發展〉，載《國際私法理論與實踐（二）－劉鐵錚教授六秩華誕

祝壽論文集》，劉鐵錚教授六秩華誕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臺北：學

林文化，一九九八年九月一版。 四、中文期刊 （一）繁體部分 １.王志

文，〈中國大陸法律衝突規範評析〉，載《法令月刊》，第四十八卷第四

期，一九九七年四月。 ２.王志文，〈中國大陸國際私法之發展與演變〉，

載《華岡法粹》，第二十五期，一九九七年十月。 ３.李金澤，〈論現代國

際社會中衝突法的衰落〉，載《法律評論》，第六十二卷第一、二、三期

合刊，一九九六年三月。 ４.李金澤，〈論國際私法的基本功能〉，載《法



律評論》，第六十三卷，第十∼十二期合刊，一九九七年十二月。 ５.李震

山譯，Heinrich Scholler 著，〈法圈學說之意涵與法文化（Bedeutung der 

Lehre vom Rechtskreis und die Rechtskultur）〉，載《中正大學法學集刊》，

二０００年七月。 ６.林益山，〈「最重要牽連因素原則」在國際私法上之

適用〉，載《月旦法學雜誌》，第四十八期，一九九九年五月。 ７.柯澤

東，〈從國際私法方法論探討契約準據法發展新趨勢－並略評兩岸現行

法〉，載《臺大法學論叢》，第二十三卷第一期，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８.

柯澤東，〈邁向新紀元把握新潮流－國際私法之演進與修法〉，載《月旦

法學雜誌》，第四十六期，一九九九年三月。 ９.柯澤東，〈論國際私法法

律適用方法之演變〉，載《萬國法律》，第一０七期，一九九九年十月。 

１０.馬漢寶，〈國際私法規則之特性及相關問題〉，載《法令月刊》，第

四十一卷，第十期，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１１.許兆慶，〈國際私法上「即

刻適用法則」簡析〉，載《軍法專刊》，第四十二卷第三期，一九九六年

三月。 １２.許兆慶，〈歐陸諸國涉外侵權行為新選法規範簡析〉，載《法

學叢刊》，第一六五期，一九九七年一月。 １３.許兆慶，〈英國及國協國

家侵權行為新選法規範簡析〉，《軍法專刊》，第四十三卷，第四期，一

九九七年四月。 １４.許兆慶，〈美國國際私法選法理論之變遷－以紐約州

法院涉外侵權行為判例（決）為中心〉，載《軍法專刊》，第四十四卷，

第一期，一九九八年一月。 １５.許兆慶，〈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國際私法

新理論之影響〉，載《法學叢刊》，第一七０期，一九九八年四月。 １６.

許兆慶，〈美國現代選法理論簡析－政府利益分析理論〉，載《法律評

論》，第六十五卷，第一∼三期合刊，一九九九年三月。 １７.陳長文，

〈國際私法方法論之回顧與展望（上）〉，載《法令月刊》，第三十五

卷，第六期，一九八四年六月。 １８.陳長文，〈國際私法方法論之回顧與

展望（下）〉，載《法令月刊》，第三十五卷，第七期，一九八四年七

月。 １９.陳豐榮，〈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檢討〉，載《司法周刊》，第

九五八期，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八日。 ２０.郭豫珍，〈國際私法研究方法

論〉，載《法務通訊》，第一０八三期，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三

版。 ２１.曾陳明汝，〈淺論拉丁美洲國際私法之發展〉，載《法令月

刊》，第四十五卷，第十一期，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２２.曾陳明汝，〈美

國現代選法理論之剖析與評估〉，載《法律評論》，第六十一卷，第一、

二期合刊，一九九五年二月。 ２３.劉鐵錚，〈國際公約有關契約準據法之

最新規範－羅馬公約與墨西哥城公約之比較研究〉，載《法學叢刊》，第

一七四期，一九九九年四月。 ２４.劉鐵錚，〈論「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

之修正〉，載《法令月刊》，第五十卷，第五期，一九九九年五月。 ２５.

賴來焜，〈德國一九九九年新國際私法〉，載《法令月刊》，第五十一

卷，第四期，二０００年四月。 ２６.賴來焜，〈最新國際私法之本質

論〉，載《法令月刊》，第五十一卷，第十期，二０００年十月。 ２７.藍

瀛芳，〈國際私法的立法趨勢－從法制史與比較法上觀察國際私法的演進

趨勢〉，載《輔仁法學》，第十期，一九九一年六月。 （二）簡體部分 

１.鄧曉俊、李健男，〈國際私法的趨同化及其障礙－兼評《市場經濟與當

代國際私法趨同化問題研究》〉，載《中國法學》，一九九五年第一期。 

２.李雙元、鄭運民、呂國民，〈關於建立國際民商新秩序的法律思考－國

際私法基本功能的深層考察〉，載《法學研究》，第十九卷第二期。 ３. 



李臣，〈略論 Internet 對傳統衝突法的挑戰〉，載《法學》，一九九九年第

十一期。 ４.肖永平，〈衝突規範中連接點的發展方向〉，載《法學》，一

九九三年第九期。 ５.肖永平，〈國外國際私法的新發展與中國國際私法的

發展方向〉，載《中國法學》，一九九六年第一期。 ６.林欣，〈論國際私

法中法律適用問題的新發展與我國的實踐〉，載《法學研究》，一九九四

年第三期（總第九二期）。 ７.金彭年，〈國際私法上侵權行爲的法律適

用〉，載《法學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三期。 ８.候鳳仁，〈有關當事人選

擇合同准據法的幾個問題〉，載《法學評論》，武漢大學，一九九二年五

期。 ９.徐崇利，〈全面運用最密切聯繫原則－健全和完善我國衝突法立法

的一大抉擇〉，載《法學》，一九九三年第二期。 １０.郭玉軍，〈把握

21 世紀國際私法的發展趨勢－評《國際民商新秩序的理論建構》〉，載

《法學研究》，一九九九年第三期。 １１.韓旭，〈涉外經濟合同的法律適

用問題〉，載《法學評論》，武漢大學，一九九０年六期。 五、中文網站

文章 （一）繁體部分 １.丁偉，《澳門與中國內地現行衝突法之比較研

究》，法域縱橫雜誌網上版，有效連線於 

〈http://www.gtj.nacau.gov.mo/htmlcn/perdir/98/pd98f006.asp〉，二００一年一

月五日。 ２.洪莉萍，《中國國際私法立法評析》，法域縱橫雜誌網上版，

有效連線於〈http://www.gtj.nacau.gov.mo/htmlcn/perdir/98/pd98f007.asp〉，二

００一年一月五日。 ３.陳家駿，《網路科技與法律》，有效連線於

〈http://www.law.ntu.edu.tw/TaiwanLawSociety/ccc.doc〉，二００一年二月四

日。 ４.劉靜怡，《網路世界的「瞻前」與「顧後」：規範方向何去何

從？》，明日報，二００一年一月十日，有效連線於

〈http://www.ttimes.com.tw/tomorrow_view/20010110111054.html〉，二００一

年二月四日。 （二）簡體部分 １.呂岩峰，《英國“適當法理論”之研

究》，正義網，二０００年九月二十六日，有效連線於

〈http://www.jcrb.com.cn/ournews/asp/readnews.asp?id=520 8〉，二００一年

一月五日。 ２.呂岩峰，《“適當論”：國際合同法律適用理論的歸結與揚

棄（1）》，正義網，二０００年九月二十六日，有效連線於

〈http://www.jcrb.com.cn/ournews/asp/readnews.asp?id=5207〉，二００一年一

月五日。 ３. 蕭永平（“蕭”似為“肖”之誤）、鄒國勇，《互聯網對國

際合同法規的衝擊》，中國法官，有效連線於〈http://www.china-

judge.com/fnsx/fnsx1567.htm〉，二００一年一月五日。 ４.黃進，《我國國

際私法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國民商法律網，二０００年九月二十九

日，有效連線於〈http://www.civillaw.com.cn/lawfore/salon/lawfore-02.asp〉，

二００一年二月一日。 ５.薛虹，〈網路環境下的法律衝突〉，載《人民法

院報》，二０００年七月一日，有效連線於〈http://www.china-

judge.com/fnsx/fnsx1068.htm〉，二００一年一月五日。 六、報紙 １.八十七

年，六月十八日，中國時報，第三版。 七、日文書籍 １.久保岩太郎，

《國際私法構造論》，東京：有斐閣，一九五五年九月三十日初版第一

刷。 ２.山田鐐一，《国際私法》，東京：有斐閣，一九九二年。 ３. 木棚

照一．松岡博編，《別冊法学セミナ?No.130／基本法コンメンタ?ル／国際

私法》，東京：日本評論社，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第一版一刷。 ４.木

棚照一，《演習ノ?ト国際私法〔改訂版〕》，東京：法学書院，一九九四

年十一月三十日改訂版第三刷。 ５.木棚照一．松岡博．渡辺惺之，《国際



私法概論〔第 3 版〕》，東京：有斐閣，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第三版第

一刷。 ６.石黑一憲，《現代国際私法（上）》，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日初版。 ７.五十嵐清，《比較法学の歷史と理論》，

東京：一粒社，一九七七年八月十日一版一刷。 ８.出口耕自，《基本論点

国際私法》，東京：法学書院，一九九六年四月十日初版第一刷。 ９.池原

季雄．早田芳郎編，《別冊ジュリスト／涉外判例百選（第二版）》，東

京：有斐閣，一九八六年二月。 １０.池原季雄．早田芳郎編，《別冊ジュ

リスト No.133／涉外判例百選（第三版）》，東京：有斐閣，一九九五年

五月。 １１.西賢，《国際私法の基礎》，京都：晃洋書房，一九八九年四

月二十日，初版第三刷。 １２.杉林信義編著，《法例コンメタ?ル》，東

京：學陽書房，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二刷。 １３.折茂豐，《当事者自

治の原則－近代国際私法の発展》，東京：創文社，一九七０年九月十五

日第一刷。 １４.折茂豐，《涉外不法行為法論》，東京：有斐閣，一九七

六年六月三十日初版第一刷。 １５.佐藤やよひ，《ゼミナ?ル国際私

法》，東京：法学書院，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日初版一刷。 １６.松井芳

郎．木棚照一．加藤雅信編，《国際取引と法》，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

版会，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初版第一刷。 １７.松岡博，《国際取引と国

際私法》，東京：晃洋書房，一九九三年四月十日初版第一刷。 １８.桑田

三郎，《国際私法の諸相》，東京：中央大学出版部，一九八七年，一月

二十日初版一刷。 １９.道垣內正人，《ポイント国際私法総論》，東京：

有斐閣，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初版第一刷發行。 ２０.張青華，《中国涉外

関係法─最高人民法院の司法解釈を織り込んで紹介する─》，東京：商

事法務研究会，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初版第一刷。 ２１.溜池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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スト增刊》，東京：有斐閣，一九八０年四月二十五日初版。 ２３.澤木敬

郎．南敏文編著，《新しい国際私法－改正法例と基本通達－》，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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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有斐閣，一九九六年七月五日。 ２５.櫻田嘉章，《国際私法》，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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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賢，〈既得権理論〉，載《法律学の争点ジュリス 8／国際私法の争点

／ジュリスト增刊》，澤木敬郎編，東京：有斐閣，一九八０年四月二十

五日初版。 ７.西賢，〈国際主義と国家主義〉，載《法律学の争点ジュリ

ス 8／国際私法の争点／ジュリスト增刊》，澤木敬郎編，東京：有斐

閣，一九八０年四月二十五日初版。 ８.欧龍雲，〈中国における国際取引

法〉，《国際取引と法》，松井芳郎．木棚照一．加藤雅信編，名古屋：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初版第一刷。 ９.青木清，

〈婚姻の効力と最密接関係地法〉，載《法律学の争点ジュリス 8／国際

私法の争点（新版）／ジュリスト增刊》，澤木敬郎．火禾場準一編，東

京：有斐閣，一九九六年七月五日。 １０.火禾場準一，〈準拠法選定規準

としての最密接関連性〉，載《法律学の争点ジュリス 8／国際私法の争

点（新版）／ジュリスト增刊》，澤木敬郎．火禾場準一編，東京：有斐

閣，一九九六年七月五日。 １１.野村美明，〈国際私法の強行性と任意

性〉，載《法律学の争点ジュリス 8／国際私法の争点（新版）／ジュリ

スト增刊》，澤木敬郎．火禾場準一編，東京：有斐閣，一九九六年七月

五日。 １２.笠原俊宏，〈物権準拠法と当事者の意思〉，載《法律学の争

点ジュリス 8／国際私法の争点（新版）／ジュリスト增刊》，澤木敬

郎．火禾場準一編，東京：有斐閣，一九九六年七月五日。 １３.橫山潤，

〈補助準拠法〉，載《法律学の争点ジュリス 8／国際私法の争点／ジュ

リスト增刊》，澤木敬郎編，東京：有斐閣，一九八０年四月二十五日初

版。 １４.澤木敬郎，〈国際私法と統一法〉，《国際取引と法》，松井芳

郎．木棚照一．加藤雅信編，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一九八八年，

六月三十日初版第一刷。 九、日文期刊 １.サイバ?スペ?ス法研究会，

〈「サイバ?スペ?ス法学」とインタ?ネット∼「ハッカ?」の倫理と「セル

フ．ガヴァナンス」の精神∼〔1〕〉，載《国際商事法務》，第二十五

冊，第十一号，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２.サイバ?スペ?ス法研究会，〈「サ

イバ?スペ?ス法学」とインタ?ネット∼「ハッカ?」の倫理と「セルフ．ガ

ヴァナンス」の精神∼〔10〕〉，載《国際商事法務》，第二十六冊，第

八号，一九九八年八月。 ３.川上太郎，〈日本における国際私法の発展過

程とその課題〉，載《国際法外交雑誌》，第七十一卷，第五．六号，一

九七三年三月。 ４.川上太郎，〈日本における国際私法学說の系譜

（一）〉載《民商法雑誌》，第七十四卷，第三号，一九七六年六月。 ５.

川上太郎，〈日本における国際私法学說の系譜（二）〉載《民商法雑

誌》，第七十四卷，第四号，一九七六年七月。 ６.川上太郎，〈日本にお

ける国際私法学說の系譜（三）〉載《民商法雑誌》，第七十四卷，第六

号，一九七六年九月。 ７.川上太郎，〈日本における国際私法学說の系譜

（四）〉載《民商法雑誌》，第七十五卷，第二号，一九七六年十一月。 

８.小出邦夫，〈ハ?グ国際私法会議の「民事及び商事に関する国際裁判

管轄及び外国判決の効果に関する特別委員会」の概要（上）〉，載《国

際商事法務》，第二十七卷，第十号，一九九九年十月。 ９.小出邦夫，

〈ハ?グ国際私法会議の「民事及び商事に関する国際裁判管轄及び外国判

決の効果に関する特別委員会」の概要（下）〉，載《国際商事法務》，

第二十七卷，第十一号，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１０.大阪大学国際私法研究

会，〈ドナルド．T．トラゥトマン、ロバ?ト．A．セドラ?、ピ?タ?．ヘ



イ「抵触法方法論に関する考察＝誌上対談」〉，載《阪大法学》，一四

三号，一九八七年八月。 １１.大村芳昭，〈国際家族法学の展望〉，載

《中央学院大学法学論叢》，第十二卷，第二号（二十二号），一九九九

年三月。 １２.三浦正人，〈アメリカ抵触法における法選択方法論─セド

ラ?教授の論文（一九八三年）に就いて─〉，載《名城法学別冊 西山還

曆記念‘88》，一九八八年。 １３.三浦正人，〈当事者による有効な法選

択のない場合〉，載《名城法学別冊 本城還曆記念“89》，一九八九

年。 １４.井之上宜信，〈スイスの国際私法典（一九八九年）について

（一）〉，載《法学新報》，第九十六卷，第一、二号，一九八九年十一

月。 １５.井之上宜信，〈スイスの国際私法典（一九八九年）について

（二．完）〉，載《法学新報》，第九十六卷，第五号，一九九０年四

月。 １６.山田鐐一．早田芳郎，〈法例改正について〉，載《法学教

室》，第一一二号，一九九０年一月。 １７.山內惟介訳，ジュラ?ル．ル

ネ．デ．フロ?ト著，〈国際私法における「オランダ学派」について〉，

載《法学新報》，第九十三卷，三．五号，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１８.丸岡

松雄，〈ケイヴァ?スの法選択手続理論（一）〉，載《国際法外交雑

誌》，第七十卷，第一号，一九七一年五月。 １９.丸岡松雄，〈ケイヴ

ァ?スの法選択手続理論（二）〉，載《国際法外交雑誌》，第七十卷，第

二号，一九七一年七月。 ２０.丸岡松雄，〈ケイヴァ?スの法選択手続理

論（三．完）〉，載《国際法外交雑誌》，第七十卷，第四号，一九七一

年十月。 ２１.不破茂，〈統治利益分析論の現代的展開〉，載《愛媛法学

雑誌》，第二十二卷，第三．四号，一九九六年。 ２２.不破茂，〈アメリ

カ抵触法理論における抵触的正義の再評価（上）〉，載《愛媛法学雑

誌》，第二十三卷一号，一九九六年。 ２３.木棚照一，〈法例二六条、二

七条の改正に関する一考察〉，載《ジュリスト》，第一一四三号，一九

九八年十月十五日。 ２４.中野俊一郎，〈法例七条をめぐる解釈論の現状

と立法論的課題〉，載《ジュリスト》，第一一四三号，一九九八年十月

十五日。 ２５.王勝明．張青華，〈中国契約法の解說〔6．完〕∼契約法

における涉外契約に関する特殊規定∼〉，載《国際商事法務》，第二十

七卷，第十一号，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２６.末村克己訳，ミヒャエル．ヨ

アヒム．ボネル著，〈「ユニドロワ国際商事契約原則」と「ウィ?ン売買

条約」両者は択一的か補完的か〉，載《ジュリスト》，第一一三一号， 

一九九八年，四月一日。 ２７.本浪章市，〈統治利益分析アプロ?チの完

結と若干の判例－牴触法新アプロ?チ導入と展開の過程補遺－〉，載《法

学論集（関西大学）》，第三十四卷，第六号，一九八五年三月。 ２８.本

浪章市，〈契約のプロパ?．ロ?の決定と英国裁判所への管轄権の帰

属〉，載《法学論集（関西大学）》，第三十七卷，第二．三号，一九八

七年十月。 ２９.本浪章市，〈契約のプロパ?．ロ?からの反致と浮動契約

－アミンラシ?ド海運会社対クウェイト保険会社事件補遺－〉，載《法学

論集（関西大学）》，第三十七卷，第四号，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３０.本

浪章市，〈「涉外不法行為に関する英国の伝統的規則とプロパ?．ロ?」

序章〉，載《法学論集（関西大学）》，第三十九卷，第四．五号，一九

九０年二月。 ３１.平野晉，〈サイバ?スペ?ス法とインタ?ネット上の裁

判管轄権∼電脳空間におけるセルフ．ガヴァナンスの主張と対人管轄権



に関する米国主要判例の立場の分析∼〔9．完〕〉，載《国際商事法

務》，第二十六冊，第四号，一九九八年四月。 ３２.石黑一憲訳，カ?

ル．フィルシンク（Karl Firsching）著，〈ヨ?ロッパ国際私法の新たな展

開－オ?ストリア、ユ?ゴスラヴィア、スイス及び西ドイツにおける改正

とその動向－〉，載《判例タイムズ》，第四九九号，一九八三年八月二

十五日。 ３３.石黑一憲，〈法例改正の意義と問題点－序說的覚え書きと

して〉，載《法律時報》，第六十一卷，第十三号，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一

日。 ３４.池原季雄等，〈法例改正をめぐる諸問題と今後の課題〉，載

《ジュリスト》，第九四三号，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五日。 ３５.町田泰貴，

〈インタ?ネット上の紛争とその解決〉，載《法律時報》，第六十九卷，

第七号。 ３６.折茂豐，〈國際私法における二つの學派－特に大陸學派と

比較してのコモン．ロ?學派について－〉，載《國際法外交雜誌》，第四

十三卷，第八號，一九四四年八月。 ３７.李旺，〈中国における涉外契約

の準拠法について〔上〕〉，載《国際商事法務》，第二十一卷第三号，

一九九三年三月。 ３８.李旺，〈中国における涉外契約の準拠法について

〔下〕〉，載《国際商事法務》，第二十一卷第四号，一九九三年四月。 

３９.長田真里，〈契約の準拠法決定における特徵的給付論と履行地－フ

ランス及びベルギ?の判例．学說を中心に〉，載《阪大法学》，第四十八

卷一号，一九九八年四月。 ４０.長田真里，〈国際契約の法的規律におけ

る履行地の意義（一）〉，載《阪大法学》，第四十九卷，第五号，二０

００年一月。 ４１.長田真里，〈国際契約の法的規律における履行地の意

義（二．完）〉，載《阪大法学》，第四十九卷，第六号，二０００年三

月。 ４２.岡本善八，〈わか古典的国際私法学說の再評価〉，載《国際法

外交雑誌》，第七十一卷，第五．六号，一九七三年三月。 ４３.松岡博，

〈第二リステイトメントにおける法選択方法論について〉，載《阪大法

学》，第一０四号，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４４.松岡博，〈最近におけるア

メリカ国際私法の動向─法選択方法論を中心として─〉，載《国際法外

交雑誌》，第七十六卷五号，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４５.松岡博，〈わガ国

際私法における政策考慮について（一）〉，載《阪大法学》，第一一０

号，一九七九年三月。 ４６.松岡博，〈わガ国際私法における政策考慮に

ついて（二．完）〉，載《阪大法学》，第一一四号，一九八０年三月。 

４７.松岡博訳，ア?サ?．T．ヴァン．メ?レン著，〈国際私法の理論と実

際における比較法の重要性〉，載《阪大法学》，第一二八号，一九八三

年九月。 ４８.松岡博、高杉直、多田望，〈国際物品売買契約の準拠法に

関するハ?グ条約（一九八六年）について〉，載《阪大法学》，第四十三

卷一号，一九九三年七月。 ４９.松岡博，〈ハ?グ国際私法条約とアメリ

カ国際私法〉，載《国際法外交雑誌》，第九十二卷，四．五合併号，一

九九三年十二月。 ５０.河野俊行，〈シュ?リッヒの国際私法理論につい

て（一）〉，載《京大法学論叢》，第一一五卷三号，一九八四年六月。 

５１.河野俊行，〈シュ?リッヒの国際私法理論について（二．完）〉，

載《京大法学論叢》，第一一五卷五号，一九八四年八月。 ５２.河野俊行

翻訳，アンドレアス．ヘルドリッヒ著，〈ドイツ国際私法の新たな規制

と実務におけるその評価〉，載《国際法外交雑誌》，第八十九卷六号，

一九九一年二月。 ５３.岡野祐子，〈イギリスにおけるフォ?ラム．ノ



ン．コンビニエンス〉，載《阪大法学》，第三十九卷，第二号，一九八

九年十一月。 ５４.国際私法立法研究会，〈契約、不法行為等の準拠法に

関する法律試案（一）〉，載《民商法雑誌》，第一一二卷，第二号，一

九九五年，五月十五日。 ５５.国際私法立法研究会，〈契約、不法行為等

の準拠法に関する法律試案（二．完）〉，載《民商法雑誌》，第一一二

卷，第三号，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五日。 ５６.国際私法改正研究会代表 

池原季雄，〈「相続の準拠法に関する法律試案」の公表〉，載《国際法

外交雑誌》，第九十二卷，第四．五合併号，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５７.指

宿信，〈サイバ?スペ?スと法〉，載《法学セミナ?》，第五一０号，一九

九七年六月。 ５８.南敏文，〈法例の一部改正について〉，載《ジュリス

ト》，第九四三号，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五日。 ５９.南敏文，〈法例の一部

改正〉，載《法律のひろば》，第四十二卷第十号，一九八九年十月。 ６

０.火禾場準一．後藤博．櫻田嘉章．佐藤やよひ．道垣內正人．松岡博，

〈〔座談会〕「法例」－現狀と課題、將來への展望〉，載《ジュリス

ト》，第一一四三号，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五日。 ６１.神前禎，〈準拠法外

国法の「不明」をめぐって〉，載《法学協会雑誌》，第一０七卷，第六

号，一九九０年六月。 ６２.高栄洙訳，崔公雄著，渡辺惺之監修．〈世界

化時代と国際訴訟〉，載《阪大法学》，第四十六卷，第五号，一九九六

年十二月。 ６３.高桑昭，〈ハ?グ国際私法会議条約と国際私法の統

一〉，載《国際法外交雑誌》，第九十二卷，四．五合併号，一九九三年

十二月。 ６４.高桑昭，〈国際取引に関する統一私法と国際私法〉，載

《京大法学論叢》，第一三六卷，四．五．六号，一九九五三月。 ６５.高

桑昭，〈実体法に関する近時の統一法条約と国際私法の関係－統一法の

適用について－〉，載《京大法学論叢》，第一三八卷，四．五．六号，

一九九六年三月。 ６６.高桑昭，〈国際商取引と紛爭解決方法、適用法、

法律家〉，載《京大法学論叢》，第一四六卷，第五．六号，二０００三

月。 ６７.清水響，〈私法の国際的統一運動∼1992 年の展開∼〉，載《国

際商事法務》，第二十一卷，第五号，一九九三年五月。 ６８.清水響，

〈私法の国際的統一運動∼1993 年の展開∼〉，載《国際商事法務》，第二

十二卷，第二号，一九九四年二月。 ６９.清水響，〈私法の国際的統一運

動∼1994 年の展開∼〉，載《国際商事法務》，第二十三卷，第二号，一九

九五年二月。 ７０.野村美明，〈アメリカ契約抵触法の最近の動向〉，載

《阪大法学》，第四十卷，第三．四号，一九九一年三月。 ７１.野村美

明．藤川純子．森山亮子，〈契約債務の準拠法に関する条約についての

報告書（三）〉，載《阪大法学》，第四十六卷六号，一九九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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