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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外國法之繼受
民法債編條文，係於 1929 年 11 月 22 日公布，翌（1930）年 5 月
5 日施行。債法全部條文，除極少數係立法者自創外1，其餘絕大多數
內容係綜合參考 1898 年 7 月 16 日施行之日本民法債編規定2、1900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德國民法債編、1912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瑞士債務法3；
但亦有部分內容來自於 1804 年之法國民法及 1925 年 1 月 1 日施行之
泰國（當時稱為暹邏）民及商法（The Thailand Civil and Commercial
Code）4。
1

2

3

4

1929 年之民法第 227 條規定：
「債務人不為給付或不為完全之給付者，債權人得聲請
法院強制執行，並得請求損害賠償。」德國民法債編、日本民法債編，均無相同或類
似之條文；瑞士債務法第 97 條雖有類似規定，但與 1929 年之民法第 227 條，仍有重
大差異，故該民法第 227 條，似為當時之立法者獨創，但也引起學說及實務重大爭
論。參見，梅仲協，民法要義，1970 年 9 月，頁 174 註；胡長清，中國民法債編總
論，1977 年台 3 版，頁 293；王澤鑑，不完全給付之基本理論，民法學說與判例研
究，重排合訂本，2015 年 8 月，頁 1164-1169；劉春堂，判解民法債編通則，2010 年
9 月，頁 235；姚志明，回顧不完全給付制度於民法七十年來之發展，民事法理論與判
決研究（一）不完全給付與瑕疵擔保責任，2009 年 11 月，頁 203-236；詹森林，不完
全給付─最高法院決議與判決之發展，民事法理與判決研究，第 2 冊，2003 年 4
月，頁 127-182。
李宜琛，民法總則，1977 年 10 月台 6 版，頁 15-16 指出：清朝第 1 次民律草案（即第
1 次民法草案）
，除物權、親屬、繼承三編，尚多因襲舊有法制習慣之點外，
（其餘包
含債編在內之條文）咸為日本民法之迻譯。又，日本民法於明治 29 年（1896 年）公
布總則編、物權編及債編，再於明治 31 年（1898 年）公布親屬編及繼承編，5 編合成
民法典，於 1898 年 7 月 16 日施行。參見，四宮和夫 著，唐暉、錢夢珊 譯，朱柏松
校訂，日本民法總則，1995 年 8 月，13 頁。
瑞士債務法（Swiss Code of Obligation）最早由該國法學教授 Walther Munzinger (18301873) 及 Heinrich Fick (1822-1895) 草擬，並於 1883 年施行。1884 年起，該國法學教
授 Eugen Huber (1849-1923) 受託開始草擬瑞士民法，並擬包含人法、親屬法、繼承法
及物權法等四編。此外，Huber 教授亦受託草擬更完整之新債法，以構成民法第 5
編。Huber 教授所擬定之新債法條文經瑞士國會代表於 1911 年 3 月 30 日一致接受而
通過，並訂於次年 1 月 1 日施行。參見，Fribourg, Switzerland: University of Fribourg,
Celebrating 100 Years Swiss Code of Obligations – a brief history of a remarkable codification.
http://www.unifr.ch/webnews/content/4/attach/4769.pdf，瀏覽日期：2017/10/2。
泰國將民法與商法合併，而制定「民及商法」
，該法第 355 條至第 855 條，為債法之相
關 規 定 。https://www.samuiforsale.com/law-texts/thailand-civil-code-part-1.html ， 瀏 覽 日
期：2017/10/2。臺灣民法債編將「契約」
、
「無因管理」
、
「不當得利」
、
「侵權行為」訂
為「債之發生」之原因，即為仿效暹邏民及商法；參見，胡長清，前揭註 1，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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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債編條文既然幾乎全部仿效外國立法，故在解釋適用上，
經常必須藉助國外之學說與判例，始能瞭解條文確實意義及規範功
能。此由我國民法債編教科書、專書及論文（包含博士、碩士論文
與期刊論文），時常參考日本、德國相關文獻；有時甚至參考法國
及奧地利相關文獻，即可得知。在此，德國學說與判例，顯然居於
最主要地位。關於建構基本理論部分，Rudolf von Jehring 之締約上
過失（culpa in contrahendo） 5 、Hermann Staub 之積極侵害契約權
（positive Vertragsverletzung）6、Karl Larenz 之附保護第三人作用之契
約（Vertrag mit Schutzwirkung für Dritte）7、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之競
合關係8；關於釐清條文疑義部分，例如，民法第 77 條但書之「純獲
法律上利益」9、民法第 179 條之「無法律上之原因」10、民法第 246
條之「以不能之給付為契約標的」11，均為著名之典型例子。當然，
債編條文並非來自於德國民法，而係繼受其他外國時，則該國之學說
判例，即為重要參考來源。例如，在解釋適用民法第 242 條規定之債
權人代位權及第 244 條規定之債權人撤銷權時，即須注意日本民法第
423 條12、第 424 條13及法國民法第 1686 條14、第 1167 條15之相關學說
5
6
7
8
9
10
11
12

13

王澤鑑，締約上之過失，前揭註 1，頁 434-443；劉春堂，締約上過失之研究，臺灣大
學法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3 年 6 月。
王澤鑑，不完全給付之基本理論，前揭註 1，頁 1161-1177。
王澤鑑，契約關係對第三人之保護效力，前揭註 1，頁 444-457。
王澤鑑，契約責任與侵權責任之競合，前揭註 1，頁 589-602。
王澤鑑，純獲法律上之利益，前揭註 1，頁 236-246。
王澤鑑，無法律上原因之財產損益變動，前揭註 1，頁 891-907。
王澤鑑，給付不能，前揭註 1，頁 1135-1148；同作者，自始主觀給付不能，前揭註
1，頁 1149-1160。
民法第 242 條與第 244 條，直接固然係仿效日本民法第 423 條、第 424 條，間接則來
自於法國民法第 1686 條、第 1167 條。參見，史尚寬，債法總論，1975 年 4 月，頁
444（史尚寬先生將日本民法第 423 條誤載為第 432 條）
、頁 457。
日本民法第 423 條（代位權）及第 424 條（撤銷權）之英文翻譯（http://www.moj.
go.jp/content/000056024.pdf，瀏覽日期：2017/10/2）分別為：
Article 423
(1) An obligee may exercise the right vested in the obligor in order to preserve his/her own
claim;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shall not apply to rights which are exclusive and
personal to the obligor.
(2) Until exercised by way of subrogation admitted in a judicial proceeding, the obligee m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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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裁判16。

貳、本土化之發展
民法債編，乃繼受外國法之產物，雖如上述，但自 1930 年 5 月 5
日起施行後，不論係只適用於國民政府統治中國之時期（即自當日起
至臺灣仍屬於日本殖民地之期間終止日）
，或亦適用於臺灣之時期（即
1945 年二次大戰結束，中華民國政府開始統治臺灣後，迄中華人民共
和國成立日止）
，抑或僅適用於臺灣之時期（即國民黨於 1949 年退居
臺灣後）
，民法債編條文因我國學說理論及法院裁判之灌溉，而發展本
土之生命。茲僅從立法部分說明之。

一、特別民法之制定
民法雖為民事法律關係最基本之法律，但係普通法，如有特別法
時，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 條規定，應優先適用特別法。因此，民法
債編之規定內容，如有其他法律設有特別規定者，該其他法律即應優
not exercise the right set forth in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unless and until his/ her claim
has become due;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shall not apply to any act of preservation.
Article 424
(1) An obligee may demand the court to rescind any juristic act which an obligor commits
knowing that it will prejudice the obligee; provided, however, that, this shall not apply to
the cases where any person who benefits from such act, or any person who succeeds to
such benefit, did not know, at the time of such act or succession, the fact that the obligee is
to be prejudiced.
(2) The provision of the preceding paragraph shall not apply to a juristic act with a subject
other than property rights.
14 法國民法第 1686 條之英文翻譯（https://phalthy.files.wordpress.com/2016/11/civil-codefrance.doc，瀏覽日期：2017/10/3）為：Nevertheless, creditors may exercise their debtor's
rights and actions, except those which are exclusively dependent on the person.
15 法國民法第 1167 條之英文翻譯（https://phalthy.files.wordpress.com/2016/11/civil-codefrance.doc，瀏覽日期：2017/10/3）為：They may also, on their own behalf, attack
transactions made by their debtor in fraud of their right.
16 胡長清，前揭註 1，頁 322 以下（代位權）
、頁 335 以下（撤銷權）
；史尚寬，前揭註
12，頁 444 以下（代位權）
、頁 457 以下（撤銷權）
；梅仲協，前揭註 1，頁 179 註 1
（代位權）
、頁 180 註（撤銷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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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適用。
契約及侵權行為乃債編最重要之內容，爰就 1930 年後陸續制定，
而與契約或侵權行為有關，較具重要性，且常為法院裁判依據之特別
規定，說明如下：
在契約法部分，主要有：土地法、保險法、海商法、勞動基準
法、信託法、鐵路法（第 46 條至第 55 條之 1：鐵路之旅客或物品運
送契約）
、公路法（第 49 條至第 54 條：汽車運輸業之客、貨運輸契
約）
、民用航空法（第 91 條第 2 項：航空運送遲到而致損害之責任、
第 93 條及第 93-1 條：約定債務不履行責任範圍）
、動產擔保交易法
（第 26 條、第 27 條：附條件買賣；第 33 條：信託收據）
、消費者保
護法（第 11 條至第 26 條：定型化契約、特種買賣、消費資訊）
、金融
消費者保護法（第 6 條至第 12-1 條：金融消費契約）
。
在侵權行為部分，主要則為：鐵路法（第 62 條：鐵路機構之行車
或其他交通事故責任）
、公路法（第 64 條：汽車或電車運輸業之行車
事故賠償責任）
、民用航空法（第 89 條：航空器失事責任）
、國家賠償
法、消費者保護法（第 7 條至第 10-1 條：商品或服務損害賠償責
任）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56 條等。

二、民法債編之修改
（一）修改過程
自 1976 年 10 月 8 日起，由當時之司法行政部17邀請之民法學者
及實務專家所組成之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正式開始從事債編之修
正18。1997 年 4 月，法務部完成債編及債編施行法之修正，乃公布修
正草案內容，並送行政院。1997 年 6 月，行政院通過法務部之草案，

17
18

司法行政部於 1980 年 7 月 1 日改為法務部。
參見「法務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紀錄，第 82 次會議紀錄─財產法組第一次會
議。」是日與會者有戴炎輝、錢國成、金世鼎、范馨香、鄭玉波、姚瑞光、楊與齡、
施智謀、王甲乙、張特生等法學前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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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司法院會銜送立法院審議。1999 年 4 月 2 日，立法院就行政院與
司法院會銜之版本，略作變動後三讀通過，並於同年月 21 日公布。歷
時超過 22 年之民法債編修正工作，正式完成。
為紀念民法債編施行七十週年，修正之民法債編施行法第 36 條第
2 項本文特別規定，民法債編修正條文及債編施行法修正條文，自
2000 年 5 月 5 日起施行19。

（二）主要修定內容
限於篇幅，本文不就債編修正條文為全盤之介紹20，而僅說明判
例、決議與債法修正之關係。
1999 年 4 月之民法債編修正，有一特色頗值注意，即最高法院之
判例及決議與債編修正之關係。換言之，此次民法債編之新增或修訂
規定中，有將最高法院判例或決議條文化者，亦有以條文推翻最高法
院判例者21。
1. 判例或決議之條文化
最高法院之判例或決議，經 1999 年 4 月修正之債法採納而予以條
文化，實務上較重要者為：
（1）物被毀損時，被害人得請求賠償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值，但亦
得不請求此項賠償，而請求回復原狀；加害人應負回復原狀責任
19

此為本文作者之提議所致。參見，楊與齡，民法債編修正經過及其修正要旨，法學叢
刊，第 175 期，1999 年 7 月，頁 1-14。
20 關於民法債編修正經過之詳細情形及修正要旨之簡要說明，請參閱，楊與齡，前揭註
19，頁 1-14。關於債編修正條文之評述，請參閱，林信和，民法債編修正經過與結果
評述，月旦法學雜誌，第 54 期，1999 年 10 月，頁 18 以下，該文就債編修正結果分
為「應修正而未修正」與「不盡妥適之修正」兩類，分別舉例評述，可供參考。請另
參閱，孫森焱、黃茂榮講授，曾桂釵、蔡馥如整理，民法債編修正要旨學術研討會，
全國律師，1999 年 7 月號，頁 103-132；陳志雄，民法債編修正與實務─總論部分
（上）
、
（下）
，律師雜誌，第 240 期，1999 年 9 月，頁 89-96、第 241 期，1999 年 10
月，頁 100-111。
21 拙著，民法債編及民法債編施行法修正內容概述，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2 期，1999
年 6 月，頁 180-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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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債權人毋庸依民法第 214 條規定，先行催告，即得請求支付
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以代回復原狀（修正第 196 條、增訂第
。
213 條第 3 項；77 年第 9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之條文化）
（2）基於同一原因事實受有利益並受有損害者，其請求之賠償金額，
應扣除所受之利益（損益相抵）
（增訂第 216 條之 1；27 年滬上
字第 73 號判例之條文化）
。
（3）債務人不完全給付時，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
定，行使其權利（修正第 227 條；77 年第 7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一）之條文化）
。
（4）被害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與有過失者，準用被害人與有過失之規
定（增訂第 217 條第 3 項；68 年第 3 次民庭庭推總會決議
（三）
、73 年台上字第 2201 號判例及 74 年台上字第 1170 號判
例之條文化）
。
（5）以非經登記不得移轉之財產為贈與者，在未為移轉登記前，其贈
與之債權契約，已依民法第 153 條規定成立時，仍生效力（刪除
第 407 條；40 年台上字第 1496 號判例及 41 台上字第 175 號判
例之條文化）
。
（6）土地及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
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
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
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期限不受民法第
449 條第 1 項所定 20 年之限制。如當事人不能協議租金額時，
得請求法院定之（增訂第 425 條之 1；48 年台上字第 1457 號判
例及 73 年第 5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之條文化）
。
（7）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承租人之房屋所有權移轉時，其基地租賃契
約，對於房屋受讓人，仍繼續存在（增訂第 426 條之 1；43 年台
上字第 479 號判例、48 年台上字第 227 號判例及 52 年台上字第
。
2047 號判例之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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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判例之推翻
1999 年 4 月修正之債法條文中，推翻最高法院判例者，則為：
（1）增訂第 166 條之 1：契約以負擔不動產物權之移轉、設定或變更
之義務為標的者，應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推翻 22 年上字第 21
號判例、30 年上字第 441 號判例、57 年台上字第 1436 號判
例）22。
（2）增訂第 195 條第 3 項：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
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侵害人格權之規定，被害人得請求
慰撫金（推翻 50 年台上字第 1114 號判例23）
。
（3）修正第 244 條第 3 項：債務人之行為，僅有害於以給付特定物為
標的之債權者，債權人不得聲請法院撤銷之（推翻 45 年台上字
第 1316 號判例24）
。
3. 判例與決議在法律修正上之地位
判例之選編與變更，及決議之作成與變更，均由最高法院依照法
院組織法第 57 條規定之嚴格程序為之，且判例及決議具有事實上之拘
束力，乃不可否認之事實。所謂事實上之拘束力，係指最高法院及其
他各級法院，於審理具體案件時，除非具備充分理由，否則皆依據既
有之判例或決議，而作出裁判。因此，當事人於訴訟上主張與判例或
決議不同之法律見解者，若未提出充分理由說服該案之承審法官，通
常即為敗訴之一造。同理，下級審法官所為之裁判，如牴觸既有之判
例或決議，則於其裁判中，若未提供充分理由，該裁判通常皆被上級
法院廢棄（對民事裁判而言）或撤銷（對刑事裁判而言）25。
22

23
24
25

立法院於 1999 年 5 月 5 日以修正之民法債編施行法第 36 條第 2 項但書明定：
「民法第
166 條之 1 施行日期，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另定之。」迄今（2017 年 11 月 6 日）為
止，行政院與司法院尚未會同公布民法第 166 條之 1 之施行日期，故該條規定，尚未
生效。
本則判例經最高法院 91 年度第 8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
本則判例經最高法院 90 年度第 4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不再援用。
最高法院出版之「最高法院民、刑事庭會議決議暨全文彙編」
，雖在凡例中稱：
「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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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有進者，依最高法院見解，確定判決有「違背現存判例」或
「顯然違反尚有效之判例」者，即為民事訴訟法第 496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適用法規錯誤，而構成提起再審之訴之理由26。就此而言，判
例之拘束力，尤難以忽視。
準此，判例或決議，即係法院對於法規所為之解釋、具體化或造
法活動；法院本於判例或決議之事實上拘束力，得就類似之案例，依
據判例或決議而為一致且持續之裁判，並因此確保法律之安定性27。
判例及決議既有事實上之拘束力，且判例之變更，程序上匪易，
實務上鮮見28。因此，理論上，由最高法院及各級法院繼續援引判例
或決議，即可規範當事人間應有之權利義務；如有不合宜之判例或決
議，亦可由最高法院自行變更之。
從而，制定或修正法律時，採納判例或決議之內容而定為明文，
其與原來之判例或決議，究竟有何不同？反之，判例或決議，既為最

26
27
28

決議原在統一本院民、刑事庭各庭之法律見解，俾供各庭辦案參考，與本院判例係經
陳報司法院核定，具有司法院解釋性質指迥異，不具拘束力」
，惟實務上，最高法院經
常以決議乃「本院最近（之）見解」為由，而逕依該決議裁判個案，係屬客觀存在之
事實，不容漠視。參見下列決議及裁判：69 年度第 14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及 69 年度台
上字第 3373 號判決（共有物之裁判分割）
、73 年度第 5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及 73 年度
台上字第 4235 號判決（無自耕能力而買受私有農地）
、74 年度第 4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及 74 年度台抗字第 254 號暨 75 年度台抗字第 378 號等裁定（第一審被告為免假執行
而供擔保之原因已消滅）
、83 年度第 4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及 84 年度台上字第 39 號判
決（婚後不能人道）
、90 年度第 15 次民事庭會議及 92 年度台上字第 778 號判決（選
定當事人時，訴之聲明中應將各選定人姓名及各人具體之請求內容分別表明）
、95 年
度第 16 次民事庭會議及 95 年度台上字第 2673 號暨 97 年度台上字第 1027 號判決（民
法第 128 條所謂「請求權可行使時」之意義）
、96 年度第 8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及 97 年
度台上字第 2111 號判決（民法第 495 條之損害及該條請求權之消滅時效）
、98 年度第
6 次民事庭會議（一）及 98 年度台上字第 1190 號判決（國家賠償請求權之消滅時
效）
、103 年度第 2 次民事庭會議（一）及 103 年度台上字第 344 號暨 103 年度台上
字第 2135 號判決（消滅時效因假扣押強制執行而中斷）
、106 年度第 13 次民事庭會議
決議及 106 年度台抗字第 543 號裁定（於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
。
參見最高法院 57 年台上字第 1091 號、60 年台再字第 170 號、71 年台再字第 210 號等
判例。
參見 Larenz, 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2. Aufl., 1992, S. 317.
自 1927 年最高法院開始審理案件以來，形式上僅發生一次變更判例之情事，即 1977
年 6 月 1 日之司法院例變字第 1 號決議。

臺灣債法之演變與再生

高法院依慎重程序作成之法律見解，並已具有審判上之拘束力，則立
法者為何又得以立法方式而否定之？
就此問題，依本文所見，可分三點說明之：
（1）提昇判例或決議之位階
法官應依法律審判，憲法第 80 條定有明文。本條所謂之法律，係
指立法院通過，總統公布之法律（憲法第 170 條）
，並不包含判例及決
議在內。因此，判例及決議，固然具有上述之事實上拘束力，且與法
律及命令同，亦得發生違憲之問題29，但判例及決議本身，其實並無
真正之拘束力。其有拘束力者，係判例或決議所適用之法規；至於判
例或決議所表現之法律的解釋、法規的具體化、或法律的創造，是否
妥當，是否與現行法相符，個案之審理法官，仍有權且必須再予審
查，而不得盲目遵從判例；如確信判例或決議確屬不當，即應拒絕援
用，另為妥當之裁判30。
然而，判例所持之法律見解一旦經立法者定為條文，則該法律見
解之位階即提昇為法律，而有法規上之拘束力。在此之後，個案審理
之法官，不得認定該法律為違憲而逕行拒絕適用，僅得於依其合理之
確信，認為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時，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並提出客觀上
形成確信法律為違憲之具體理由，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31。

29

30

31

大法官釋字第 153 號、第 177 號、第 349 號、第 355 號、第 372 號、第 410 號、第
437 號等解釋，即處理最高法院之民事判例是否違憲。釋字第 374 號、第 516 號、第
620 號、第 622 號、第 629 號、第 681 號及第 754 號等解釋，則係處理最高法院或最
高行政法院之決議是否違憲。值得注意者，最高法院之法官出任大法官者，多認為就
判例或決議不得為是否違憲之解釋，參閱姚瑞光大法官在釋字第 153 號解釋，及陳計
男、孫森焱、林永謀三位大法官在釋字第 374 號解釋，所提之不同意見書。請併參
閱，姚瑞光，論判例，法律評論，第 53 卷第 9 期，1987 年 9 月，頁 2-15。
Larenz, a.a.O., S. 318. 就此而言，法院組織法第 57 條第 2 項，及依該條而發布之「最
高法院判例選編及變更實施要點」第 5 點、
「最高法院民、刑事庭會議及民、刑事庭總
會議議事要點」第 5 點，皆規定變更判例應經一定之程序，有無不當限制憲法所定法
官依據法律審判之職權，即非無疑。
參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371 號、第 572 號及第 590 號解釋、司法官大法官審理案件
法第 5 條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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