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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國是法律繼受國，民法第 184 條有關侵權行為法之規定，
毋庸置疑是繼受自德國民法第 823 條與第 826 條，但該條文中的
「權利」，是否包括「利益」在內，仍是爭議不斷。主張應包括
「利益」在內者，往往被歸為是法國法或日本法之援用，從而被
認為不應為我國法所採。但不無弔詭的是，從也是具有德國特色
的「法學方法論」來看，這是一種不好的「概念法學」─文義或
歷史作為解釋之主宰，而目的與體系解釋被排除了。追本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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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民法之所以不採取法國之一般條款模式，其立法判斷是，
「權利與利益差別保護說」之三個小的概括條款可以令法官有比
較精確的規則可尋，從而減少裁判之「矛盾與零亂」。但實踐結
果，真否如此？首須釐清者，何謂減少裁判之矛盾與零亂。比較
明顯可見的是，訴訟案件減少了或訴訟案件進行更快速了等訴訟
成本之減少，但我國論者，卻反而著重在層出不窮的權利與利益
爭執案件中的法律見解複述，而不是問此一爭點有必要嗎？比較
隱藏不過更重要的應是，法律體系是否更融貫，法官的思維成本
及整體法律操作成本因此減少了，但事實剛好相反，「權利與利
益差別保護說」所導致的過失客觀化、過失責任與危險責任二元
論以及侵權責任與契約責任混合論等，破碎化了法律體系，反而
令法律系統成本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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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hifting of Legal Reception and
Its Beyond
—The Vision of Interpreting “Right” of Article 184 of the
Taiwan’s Civil Code
Tze-Shiou Chien

Abstract
It is no doubt that Article 184 of Taiwan’s Civil Code
concerning torts was adopted from Articles 823 and 826 of German
Civil Code. Whether the “interests” such as rights in personam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right” protected by the Article, however,
has been controversial. In recent times, this legal reception has also
made difficulties for Courts to award damages for novel torts. This
paper would point out that this German model of tort law has not
only caused more costs in Taiwan’s legal practice but also distracted
legal scholars from developing a more coherent tort law theory. A
framework of structured decision procedures versus balancing has
been used to analyze this problem. A contract-based theory of law
has also been developed to give the system coherence to the tor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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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是法律繼受國，民法第 184 條有關侵權行為法之規定，
毋庸置疑是繼受自德國民法第 823 條與第 826 條，但適用至今，
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條文中的「權利」，是否包括「利益」
在內，仍是爭議不斷。主張應包括「利益」在內者 1 ，往往被歸
為是法國法或日本法之援用 2 ，從而被認為不應為我國法所採。
但不無弔詭的是，從也是具有德國特色的「法學方法論」來看3，
這是一種不好的「概念法學」──文義或歷史作為解釋之主宰，
而目的與體系解釋被排除了。另外，從比較法學來看，德國法與
法國法或日本法相對於我國法，都是外國法，一者，其無法源權
威，二者，「另眼旁觀」而非「蒐羅附會」本國法，才是比較法
的意義 4 。回歸法學本質，德國民法之所以不採取法國之一般條
款模式，其立法判斷是，「權利與利益差別保護說」之三個小的
概括條款可以令法官有比較精確的規則可尋，從而減少裁判之

1

2

3

4

例 如 陳 忠 五 （ 2008），《 契 約 責 任 與 侵 權 責 任 的 保護客體：「 權利」與「利
益」區別正當性的再反省》，臺北：新學林。
參 見 王 澤 鑑 （ 2015），《 侵 權 行 為 法 》， 增 訂 新 版 ， 頁 421-423， 臺 北 ： 作
者 自 版 ； 葉 啟 洲 （ 2015），〈 純 粹 經 濟 上 損 失 在 臺 灣 侵 權 行 為 法 上 的 保 護
──以最高法院相關裁判為中心〉，《月旦法學雜誌》，241 期，頁 47-76；
陳 聰 富 （ 2017），〈 論 過 失 侵 害 利 益 之 侵 權 責 任 ： 區 別 權 利 侵 害 與 利 益 侵
害 的 困 境 與 突 破 〉，《 臺 大 法 學 論 叢 》， 46 卷 1 期 ， 頁 135-200； 曾 品 傑
（2017），〈我國一般侵權行為法之修正課題〉，《法令月刊》，68 卷 7 期，
頁 28-50。
參見黃茂榮（2011），《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增訂 6 版，臺北：國立臺
灣大學法律學系法學叢書編輯委員會。
參見 Hein Kötz 著，夏昊晗 譯（2015），〈比較法學與法教義學〉，《北航
法 律 評 論 》， 1 輯 ， 頁 33-44； Ugo Mattei, COMPARATIVE LAW AND
ECONOMICS, 101-121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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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與零亂」 5 。但實踐結果，真否如此？首須釐清者，何謂
減少裁判之矛盾與零亂。比較明顯可見的是，訴訟案件減少了或
訴訟案件進行更快速了等訴訟成本之減少，但我國論者，卻反而
著重在層出不窮的權利與利益爭執案件中的法律見解複述，而不
是問此一爭點有必要嗎？比較隱藏不過更重要的應是，法律體系
是否更融貫，法官的思維成本及整體法律操作成本因此減少了，
但事實剛好相反，「權利與利益差別保護說」所導致的過失客觀
化、過失責任與危險責任二元論以及侵權責任與契約責任混合論
等，破碎化了法律體系，反而令法律系統成本增加了 6。
本文以下將首先指出我國繼受德國民法的漂移現象 7 。漂移
是 借 用 自 病 毒 複 製 之 抗 原 漂 變 （ antigenic drift ） 與 移 型
（antigenic shift），其使得防疫之疫苗製造困難 8；法律繼受在最
基本的文字（法條）翻譯，即有（小）漂變，進而至法律條文所
組合的法律規定與法律（內部）體系，即是（大）移型，則法律
繼受作為法律（權威）解釋的主張，甚為可疑。本文接著將指
出，由於分類產生的單純權利或利益之辨，將淪為無意義的貼標
籤之爭，誠社會浪費也。接著又指出，權利與利益之爭，也遮蔽
了侵權法之自治私法本質──過失而非不法才是損害賠償責任之

5
6

7

8

參見王澤鑑，同前註 2，頁 51。
See Louis Kaplow, On the Design of Legal Rules: Balancing versus
Structured Decision Procedures, 132(3) HARV. L. REV. 992, 993(2019);
Louis Kaplow, Balancing versus Structured Decision Procedures: Antitrust,
Title VII Disparate Impact, and Constitutional Law Strict Scrutiny, 167(6) U.
PA. L. REV. 1375 (2019).
本 文 之 所 以 使 用 「繼 受 漂 移 」 而 非 一 般 使 用 的 「法律移植」，並非只是標
新立異，而是後者隱含被移植的法律本體不變，只是移植地的水土適合
否，因此無法表現出法律本身在繼受過程中的必然變異。
參 見 科 學 Online ： 高 瞻 自 然 科 學 教 學 資 源 平 台 ， http://highscope.ch.
ntu.edu.tw/wordpress/?p=42175（最後瀏覽日：05/2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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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因此造成法律適用上之混亂。再來，本文立基於法律體
系之融貫性要求，指出過失責任之「權利與利益平等保護說」是
比較融貫的，其權利釐定成本因此比較低，從而「權利與利益差
別保護說」之繼受必須被超越！

貳、法律繼受之漂移
我國民法第 184 條規定：「（第 1 項）因故意或過失，不法
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
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第 2 項）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
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
此限。」德國民法第 823 條規定；「（第 1 項）因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權或其他權利
者，對於該他人，負賠償因此所生損害之義務。（第 2 項）違反
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律者，負同一之義務。依法律之內容，無
可歸責事由亦可能違反該法律者，僅於有可歸責事由之情形，始
負賠償義務 9。」德國民法第 826 規定：「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
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對該他人損害賠償之義務 10。」從條
文文義與結構來看，我國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是德國民法
第 823 條第 1 項之繼受；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是德國民法
第 826 條；而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是德國民法第 823 條第 2
項，毋庸置疑。
德國民法此種規定不同於更早立法的法國民法。法國民法第

9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 財 團 法 人 台 大 法 學 基 金 會 編 譯 （ 2016），《 德 國
民法（上）總則編、債編、物權編》，修訂二版，頁 801，臺北：元照。
10
同前註，頁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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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2 條規定 11：「任何造成他人損害之人之行為，具有過錯之該
人應負賠償損害之義務。」第 1383 條規定：「任何人就其自己
造成他人之損害而負責，不僅是因其行為本身而負責，而且是因
其懈怠或疏忽而負責 12。」德國民法刻意不同於法國民法，除了
民族自尊外，其是要避免因無明確規則，造成法院裁判之矛盾與
混亂 13。但此是否達到成效，在此先不論，德國法院已經先擴張
解釋其民法第 823 條第 1 項之權利，使其涵蓋了一般人格權與營
業權 14。
我國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適用，如果是德國法之繼
受，應是不及於利益的。陳聰富教授因此主張，過失侵害他人純
粹經濟上損失，在我國損害賠償之規範上是有漏洞的，而其填補
方法，是擴大適用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之「故意以背於善良
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之損害賠償責任 15。但這裡有一先
決問題待解答：為何過失侵害他人純粹經濟上損失，行為人須負
損害賠償責任？既然德國民法之所以不同於法國民法，就是要明
文令過失侵害他人純粹經濟上損失之人不負侵權損害賠償責任，
則在德國民法及其繼受，此何來規範上的漏洞？
另外，德國法院也以「附保護第三人作用之契約」來保障純
粹經濟上損失，陳聰富教授則認為，一者，我國法院實務未採
之，二者，此有違債權相對性原則，因此不應繼受之 16。此說值
得商榷。首先，我國法院實務未採之，不是不繼受的好理由。例

11
12
13
14
15
16

在 2016 年 10 月 1 日生效的修訂法國民法，其條號為第 1240 條與 1241 條。
引自陳忠五，同前註 1，頁 125。
參見王澤鑑，同前註 2，頁 51。
參見王澤鑑，同前註 2，頁 52；陳聰富，同前註 2，頁 148-154。
陳聰富，同前註 2。
陳聰富，同前註 2，頁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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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國法院早期實務中，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權利是包
括利益的，但是在學界主張德國法繼受下，才轉為不包括利益17。
再者，如果德國法院與學說，不認為附保護第三人作用之契約是
違反債權相對性，則我國既然強調法律之繼受，為何在此就另為
主張？
在排除了擴大權利內容以及附保護第三人作用之契約的可能
後，陳聰富教授認為只有擴張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之一途了18。
但這裡的論證，仍是立基於過失侵害他人純粹經濟上損失須負侵
權之損害賠償責任之前提假設，但德國法顯然不是如此，否則這
在德國法也會是問題。則一方面，強調德國法的繼受，因此形式
上不能擴張權利至利益，而另一方面，又不實質採取德國法的契
約解決方式，是矛盾繼受啊！更何況，即使將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之故意，如陳聰富教授主張的，擴張至「輕率、漫不經心
等重大過失行為」 19，仍不會達成其法律漏洞填補目的──令過
失侵害他人純粹經濟上損失之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王澤鑑教授就繼受之實質困難說：「具保護第三人作用契約
的制度創設，涉及精緻契約責任的建構，非屬易事，若不採擴大
契約法的方法，在某類結論上應值保護的純粹經濟損失，例外地
擬制係權利受損害，較為簡便，不必去構造細緻的契約責任的理
論，與德國法的發展加以比較，其所體現的，乃法律思考方法及
法律文化的問題 20。」但如果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的「權
利」不包括利益之主張，都是經過數十年之學說奮鬥，才為我國

17
18
19

20

陳聰富，同前註 2，頁 144-146。
陳聰富，同前註 2，頁 192-193。
陳聰富，同前註 2，頁 193。曾品傑教授則主張，這要修法不是法律續造，曾
品傑，同前註 2，頁 33。
王澤鑑，同前註 2，頁 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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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接受，何以在「具保護第三人作用契約的制度創設」，就要
如此輕易縮手？也許更重要的是，「結論上應值保護的純粹經濟
損失」的理論基礎如果不在契約法，其「擬制係權利受損害」之
理論何在？其比之契約法之建構會更簡單嗎 21？

參、權利與利益之差別保護
一、價值判斷
曾品傑教授說：「不區別權利與利益而予以平等保護的看
法，底蘊著博愛互助的社會連帶思想，鍾情於概括的侵權責任模
式」；「區別權利與利益而異其保護程度的觀點，注重社會生活
的行動自由或經濟活動自由，避免行為人動輒得咎，賠償責任難
以負荷22。」此一說法，太快訴諸價值判斷，法律論證有所缺失23，
因為事實是，「不區別權利與利益而予以平等保護」，仍是過失
責任，其一如「區別權利與利益而異其保護程度的觀點」，不會
使「行為人動輒得咎，賠償責任難以負荷」。
另有論者說，權利之所以區別於利益，是社會上給予權利更
高的價值 24，其保護因此不同於利益。但一者，不是所有的權利
類型，社會都給予同等價值，例如生命權與物權，條文規定也顯

21

22
23

24

對於我國法律學說之批判分析，參見石世豪（2000），〈甲說乙說隨便說？法學
上「學說」的性質及其取捨問題〉，《全國律師》，4 卷 9 期，頁 54-75。
參見曾品傑，同前註 2，頁 30-31。
Oliver Wendell Holmes said: “I have said to my brethren many times that I hate
justice, which means that I know if a man begins to talk about that, for one reason or
another he is shirking thinking in legal terms.” Robin L. West, TEACHING LAW:
JUSTICE, POLITICS, AND THE DEMANDS OF PROFESSIONALISM, 43 (2014).
這是陳忠五教授與顏厥安教授在 2018 年 3 月 29 日臺灣大學基礎法學研究中心
舉辦的基法論壇上，對本文的評論意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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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無此區分；二者，社會給予權利或利益不同的價值，本來就是
侵權責任的不法性認定之重要因素，其非被漠視不見；三者，社
會給予極高價值的權利，例如生命權，根本未受侵權法的保護，
社會是以刑罰嚇阻懲罰之！生命權絕對是權利之一種，而且可能
是其最高價值者，但依據我國民法（無）規定，生命權受到侵害
者本人，是無法請求損害賠償的，但這不表示社會對之評價無價
值，而是損害賠償之過失責任本質上是「財產規則」（property
rules），因此是市場交易的，而社會如此看重生命權此一權利，
見不得其在市場交易，因此以刑罰嚇阻懲罰之，卡拉布雷西與梅
拉枚德（Guido Calabresi & A. Douglas Melamed）的「禁易規
則」（inalienability）也 25。
我國民法第 148 條第 1 項規定：「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
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與其說是權利濫用之禁
止，不如說是權利本質之宣稱：權利在於合法損害。經濟學人寇
斯（Ronald Coase）基於損害之相互性，說：權利之釐清，是市
場交易的前提條件之一 26 。而法律學人海克（Phillipp Heck）即
言；利益衝突是法律之基礎 27。

25

26

27

Guido Calabresi & A. Douglas Melamed, Property Rules, Liability Rules, and
Inalienability: One View of the Cathedral, 85(6) HARV. L. REV. 1089 (1972). 侵權
法是私法，因此過失責任作為侵權法之原則，其定性應是財產規則（property
rules）──侵害人的過失係損害賠償責任發生之（停止）條件──而非公法性
質的補償規則（liability rules），其是市場的交易規則。這些不容許在市場交易
的權益，並非不受法律保護而是更佳的保護，因為這些侵害者要受刑事處罰，
而一般侵權行為者僅是負損害賠償之責而已，此禁易規則也。參見簡資修
（2018），〈背光下的大教堂：找尋失落的交易規則〉，《南京大學法律評論》，
春季卷，頁 3-13。
參見簡資修（2020），〈法經濟學〉，鄧衍森、陳清秀、張嘉尹、李春福主編，
《法理學》，頁 337-361，臺北：元照。
參見吳從周（2020），〈利益法學理論〉，鄧衍森、陳清秀、張嘉尹、李春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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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法技術
權利與利益區別保護的理由，應該還是如王澤鑑教授所說
的，除了民族自尊外，是要給法官更精確的損害責任判斷標準，
避免裁判之「矛盾與零亂」 28。但問題是，不是愈細的分類，就
是愈好的法律，「法令多如牛毛」之貶義，就是明證，而且法律
科學是在提煉出統一原則，而非在不斷的分類 29。
曾品傑教授說：「基於權利與利益之社會公開性存在著重大
差異，行為人對於侵害權利與利益之預見可能性不同，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宜維持權利與利益之區別式保護程式 30。」但
「權利與利益之社會公開性存在著重大差異，行為人對於侵害權
利與利益之預見可能性不同」，反而應是意味著：權利與利益在
侵權責任的完整檢驗過程中，不容易被誤判，因為權利之侵害，
由於其預見可能性，容易判斷其不法性，而利益由於其預見不可
能性，也容易判斷其無不法性，則保護程式之區別或不區別，即
無實益了。
卡普羅（Louis Kaplow）提出「衡量」（balancing）與「結
構的決策程序」（structured decision procedures）對比之分析，
指出後者往往不是好的法制結構 31。在我國，過失責任是侵權法
之基本原則，其不法之計算是漢德公式（B<PL），此即若不為
此行為所失之利益（B）小於因之可以減少的預期損害（PL），
是為「衡量」──損害與因果關係並無獨立性，而是要與侵害人

28
29
30
31

編，《法理學》，頁 293-336，臺北：元照。
王澤鑑，同前註 2，頁 51。
參見王伯琦（1999），《王伯琦法學論著集》，頁 15，臺北：三民。
參見曾品傑，同前註 2，頁 33。
Louis Kaplow, supra note 6, at 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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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利益為衡量；反觀「權利與利益差別保護說」，則在「損害」
就開始分流，並且以結果不法與阻卻不法的「基準／例外」方式
操作，可說是一種「結構的決策程序」。誠如卡普羅指出，「結
構的決策程序」有不少的缺失：其一、該負責任而不負責任（偽
陰性）或不該負責任而負責任（偽陽性），而且是在沒有訊息困
難下；此所以「過失不法侵害他人利益者」被排除在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外，而論者必須去扭曲同項後段之「故意」之原
因（參見本文以上第貳節）；同樣地，在「權利與利益差別保護
說」之結果不法（相對於行為不法）操作下，能力比較差之侵害
人已盡其所能，是無過失而無庸負責，但這太違反常理，逼使論
者扭曲「過失」將其「客觀化」，才使得侵害人負其責任了（參
見本文以下第肆節）。
其二，「衡量」不都是困難的。「權利與利益差別保護說」
之結果不法（相對於行為不法）之操作，既然有「過失客觀化」
之削足適履，其避免「衡量」反而是得不償失。但更重要的是，
在「權利與利益差別保護說」，「衡量」也沒有比較少。民法第
216 條與第 216 條之 1 之損害賠償範圍以及第 217 條與有過失之
認定，其實都是「衡量」。最近超級跑車在路上被撞 32，車主不
可以請求全額賠償，即是其自承危險而與有過失（責任）也。正
當防衛（民法第 149 條）、緊急避難（民法第 150 條）與自助行
為（民法第 151 條）等阻卻不法事由，也都是「衡量」。另外，
實務上，同一證據往往也是損害與利益兩方面都呈現的，「衡

32

參見王孟倫（2018），《「超跑條款」設賠償上限 顧立雄：民法已有相關規
範 》， 自 由 時 報 ， 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2647899 （最後 瀏覽
日：04/08/2020）；黃有容（2018），《保險設「超跑條款」？顧立雄：回歸民法
得 減 輕 賠 償 》， 中 時 電 子 報 ， https://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
20181220002741-260410?chdtv（最後瀏覽日：04/08/2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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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會增加證明成本。
其三，法律規定作為裁判之指引，「結構的決策程序」相對
於「衡量」，使得裁判者無法綜觀全貌，可能以偏蓋全了。史密
斯（Henry Smith）提出「概念經濟」（economy of concepts）之
看法，他認為實體化的物權概念，此即基準／例外的分類，可以
減低法律系統的操作成本 33 。但這只是幻象 34 。不採一般條款而
採獨立類型分列，其可能發生的問題，與基準／例外架構是相同
的──如果其分類界線本身不清楚，分類本身之爭執，即是額外
增加的成本。當受保護對象是否為權利或利益，決定於其是否應
受保護（不管其原因為何）而非「權利」或「利益」本身，則此
一概念分類，不但不會減低法律操作成本，反而是使其增加的。
這是法律的外部體系與內部體系區分之所在──外部體系僅是描
述，有助於概觀，但內部體系則是協調，其是不矛盾而融貫的，
此才有助於法律之操作（立法、司法）成本。
霍爾菲德（Wesley Newcomb Hohfeld）也說道，法律關係必
然是抽象非實體的，但甚多的法律術語是借用自實體世界，以致
於造成法律理解之困擾 35。在權利與利益之區別保護說，權利是
被想像為實體物，而利益則是非實體物，但這不是正確的理解。
即使將權利限於物權，其也非指涉該實體物，因此該實體物之損
害 （ evidentiary facts ） ， 並 非 必 然 該 物 權 之 損 害 （ operative

33
34

35

Henry E. Smith, On the Economy of Concepts in Property, 160 (7) U. PA. L. REV.
2097 (2012).
參見簡資修（2017），〈物權：（實體）物或權（定分）〉，《甘肅政法學院學
報》，3 期，頁 10-22。台灣的汽車駕駛訓練班模擬考照場地，要學員看到那個
燈桿就轉幾圈，而非令學員去實際演練眼手之協調，這種「口訣式」的操作，
顯然過於短視。基準／例外之操作，也是如此。
Wesley Newcomb Hohfeld, 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 23(1) YALE L.J. 16 (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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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s），後者必須是由（侵權）法律來決定的！

三、徒增訟累
侵權法律規定作為裁判法（參照本文以下第肆節），僅對於
法官有意義。從受其規範的一般民眾來看，其若認知到「此種利
益之損害不得請求賠償」，也不是來自法律規定，而是其基礎的
社會規範，因此其不會無端去爭訟此種利益受到損害之案件。例
如在營業利益之競爭損害之例，事業因為競爭而使得其獲利降
低，其損害甚為明顯，而且因果關係也甚為明確，但其為何不請
求損害賠償？那是因為其無不法性──競爭所生的消費者剩餘加
上競爭者的利潤大於該事業減少之利潤損失。即使在權利與利益
不區分保護的法域，應該也不會有事業以單純競爭損失提起侵權
訴訟吧。會造成問題的反而是其「知法犯法」或委請律師，知道
有此權利與利益保護之區別，不管基於自利或為其當事人之爭取
利益，在此總要爭執一番，誠社會浪費也。
例如在漁船營業損失案 36，如果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之權利
不排除利益，最高法院是無庸在民法第 216 條第 1 項之所失利益
之認定時，畫蛇添足去強調其不同於純粹經濟上損失，因此仍可
請求賠償。又例如在廠房失火案 37，被告主張原告所受損害租金
損害僅為債權，非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之權利，而臺灣高等法院
判說：「（原告）廠房於系爭火災發生前均有出租他人，可見 A
公司（原告）確有計畫出租各該廠房，且可得預期之租金利益具
有客觀之確定性，卻因系爭火災而無法收取租金，自屬該公司所

36
37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845 號民事判決，參見葉啟洲，同前註 2，頁 51。
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重上字第 758 號民事判決，參見葉啟洲，同前註 2，頁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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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利益，且該利益係因所有權受侵害附隨而生之經濟上損失，並
非純粹經濟上損失，自得請求 B 公司（被告）賠償」。這裡可
合理推論，如果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之權利包括了利益，被告是
不會有此租金是純粹經濟上損失之主張，從而和解（訴訟前或
中）可能了，因為權利之釐定愈清楚，其交易愈是可能 38。在價
款回收案（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843 號民事判決） 39，被
告的員工出具不實證明，令原告付款而無法回收，其案件的關鍵
點，應是在被告員工的詐騙行為是否為民法第 188 條的「受僱人
因執行職務」，但由於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權利是否包括
純粹經濟上損失之「亮點」，令訴訟失焦，給予最高法院發回更
審的藉口，訴訟不當被延長了。
在蚵苗著床案 40，損害是否為純粹經濟上損失之無謂爭執，
更是表現無疑。在此案，被告在海域抽沙，造成海水混濁，使得
鄰近蚵苗無法著床或妨礙生長，養蚵業者因此提起民法第 191 條
之 3 之損害賠償之訴。首先，最高法院在第二次上訴，以此損害
是否為純粹經濟上損失為理由，發回更審，是不必要的延長訴
訟；次之，此損害是否為純粹經濟上損失之爭，令本案是否應適
用民法第 191 條之 3 之實質論據被忽略了。在最後的確定判決，
臺灣高等法院說：「就本件公害而言，受害海域面積遼闊，被害
蚵民眾多，果僅能依民法第一八四條之規定請求賠償損害，而上
訴人又抗辯從事抽砂工作無不法性，且非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
方法加損害於人，則被上訴人等人將無求償之道，其有背於法律
所蘊含之公理與正義，而非事理之平，甚為顯然。上訴人辯稱純

38

39
40

這是寇斯定理的真義，參見簡資修（2015），〈寇斯定理與私法自治〉，《月旦民
商法雜誌》，49 期，頁 78-88。
葉啟洲，同前註 2，頁 58-60。
陳聰富，同前註 2，頁 178-181；葉啟洲，同前註 2，頁 5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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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經濟上之損失，並無該條之適用，雖非無見，但就個案而言，
為本院所不採 41。」此一推理，顯有瑕疵。只因為被害人眾多，
而依法其無法受償，就應訴諸「公理與正義」使其受償，法治何
在？按民法第 191 條之 3 之適用，仍必須是在普世的侵權責任下
為之的（參見本文第五節）。本案的損害賠償性質，不是意外，
比較是相鄰關係，民法第 793 條之氣響侵入有關規定，即可參
照。該條但書規定：「其侵入輕微、或按土地形狀、地方習慣，
認為相當者，不在此限。」被告的主張：「其基於政府機關之授
權，於八十九年十月間在系爭新興區海域進行工程，被上訴人
（原告）於系爭新興區附近之系爭海域並無漁業權」，因此應被
認真看待 42 ，至於蚵苗未著床是為純粹經濟上損失或所有權損
害，根本是劃錯重點。
同樣地，在凶宅交易價格減損案 43，是否純粹經濟上損失，
也非損害賠償責任成立否的重點，違法性才是。但既然這是法律
承認的損害賠償相關事由，原告總要爭執其非純粹經濟上損失，
畢竟不主張白不主張（更何況還真有法院認為此係非純粹經濟上
損失 44 ），如此一來，一者，法院即要說理一番，而此原無必
要；二者，關鍵違法性之探求，即可能被敷衍了──在房屋租
賃，其應是契約責任之探求，而不是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
法，加損害於他人否。一般自殺不是針對房屋所有人而來，其當
然不是「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

41
42

43
44

葉啟洲，同前註 2，頁 54。
參見簡資修（2012），〈保護他人之法律，所為何來？──最高法院一○○年度
台上字第一○一二號民事判決評釋〉，《月旦裁判時報》，18 期，頁 25-31。
葉啟洲，同前註 2，頁 62-66；陳聰富，同前註 2，頁 181-184。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97 年度上字第 486 號民事判決，參見葉啟洲，同前註 2，頁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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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侵權責任之過失要素
一、過失責任
爭執於到底是權利還是利益之保護，其不利益不只有上述之
徒增訟累，更嚴重的是，其令過失作為侵權責任之要素被漠視
了。誠如德國法儒耶林所言：「使人負損害賠償的，不是因為有
損害，而是因為有過失，其道理就如同化學上的原則，使蠟燭燃
燒的，不是光，而是氧氣一般的淺顯明白 45。」法國民法第 1383
條即是如此規定：「任何人就其自己造成他人之損害而負責，不
僅是因其行為本身而負責，而且是因其懈怠或疏忽而負責 46。」
我國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權利，若如德國民法，僅能是絕
對權利，則結果不法說，就發生了──只要損害一旦發生，行為
人即被推定為不法，則如果行為人要負損害賠償責任，其就只能
是過失了，這在損害防制能力比較差者之情形，造成了強人所難
之「過失悖論」，只好以過失客觀化化解了。例如在開車之例，
一旦發生車禍，開車者就被推定為不法，過失與否，因此成為責
任發生之關鍵，則開車能力比較差者，例如弱視，可以抗辯，其
在發現會撞車之時，已經竭盡所能，採下煞車，因此其無過失；
但這顯然不合法律感情，只好說過失客觀化──其開車能力未達
一般人的客觀標準，仍是過失，因此仍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47。但

45
46

47

引自王澤鑑，同前註 2，頁 12。
引自陳忠五，同前註 1，頁 125。有人翻譯為：「個人不僅對於因自己之故意行
為所生之損害，即對於因自己之懈怠（negligence）或疏忽（imprudence），致
損害於他人者，亦負賠償責任。」王澤鑑，同前註 2，頁 46。此種譯法，強調
前條為故意，而此條為過失，此不同於強調行為本身不是負責之原因，其懈怠
或疏忽，才是。
王澤鑑教授說：「此依客觀標準而為的過失非難，係就個別的行為人加以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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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是，過失責任必須採取行為不法說，此即過失是作為客觀不
法之主觀不認知，而其認知是可能的。在上述開車之例，一旦發
生車禍，開車人不能立即被推定為不法，而是要去檢驗其行為
（客觀）不法否；加速或不減速才是其相關的行為，而開車能力
愈是差者，其行為愈是危險，此即開車能力愈是差者，其無庸負
損害賠償的安全時速愈低。在漢德公式（B<PL）之計算，B 是
因減速或不加速，所無法實現的利益，此即時間成本，在一般案
件，開車能力正常者與較差者的時間成本是一樣的，因此 B 並
無不同；PL 是因減速或不加速，因此可以減少的預期損害，而
開車能力比較差者，因為其是從事比較危險的活動，其一旦不為
此活動（減速或不加速），可以減少比較多的預期損害 PL，則
B<PL 即比較可能成立，從而比較可能負損害賠償責任。如此一
來，開車能力愈是差者，其愈是可能不法，則所謂其已經竭盡所
能之說法，根本無關於其賠償責任；至於主觀過失，則是基於愈
是危險愈是認知可能之人類天性，開車能力愈是差者之開車（危
險），愈不可能主張無認知可能（從而無過失）。
我國民法第 184 條被稱侵權法的一般規定，民法第 185 條至
第 191 條之 3 則被稱特殊規定，但一方面，如果民法第 184 條是
三個獨立的侵權類型規定，因此將不再是那麼一般，則此區分將
模糊；另一方面，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的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
權類型，其也是以「過失推定」方式規定的，並無不同於那些特
殊侵權規定，則一者稱一般而另者稱特殊，理由不充分。其實，
此一特殊 vs.一般之分類的最大問題是，其破碎化了侵權之歸責

定，基本上，仍維持過失責任原則。在若干情形，此種客觀化的過失標準事實
上將導致某種危險責任，如天生弱視而駕駛者，必須就其視力不足而負責，此
為採過失責任所要付出的代價。」王澤鑑，同前註 2，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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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一者，「嚴格責任」 48其實是過失責任的一種態樣，其非
二元；二者，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的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侵權類
型，被去過失化了。
如本文上段所述，行為愈是危險，其愈可能不法，因此也愈
可能過失，而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危險行為有短期（行為）特定
（危險）與長期（行為）統計（危險）兩種，前者如民法第 190
條之動物占有人責任、第 191 條之 2 之動力車輛駕駛人責任與第
191 條之 3 之危險製造人責任等，後者如第 191 條之工作物所有
人之責任與第 191 條之 1 之商品製造人責任等。這些經驗上的危
險行為先被推定（prima facie）為不法，然後行為人要去證明其
有阻卻不法，此即漢德公式中的 B 值很高（例如依法令之行
為）或受害人「與有過失」 49使得漢德公式中的 P 值變小了，但
這仍是在過失責任下為之的。所謂行為人得因已為相當注意而免
責，意味了漢德公式中的 P 值減低了，所以這裡的相當注意，不
是行為人單方能力之標準，而是相應於受害人行為而計算的；另
一「縱為相當注意仍不免發生損害」之免責條件，則是漢德公式
中的 P 值為 0。這些操作仍是過失責任的。在經驗上，如果漢德
公式 B<PL 之計算，當 P 值近於 1，此即行為人若不為此行為，
損害即不會發生，換言之，此行為係極端危險的，則一旦有此行
為，漢德公式 B<PL 即成立，此為嚴格責任。嚴格責任並不意味
行為人無過失，而是行為人的過失太明顯了──行為太危險了

48

49

這裡的嚴格責任包括過失推定與「無過失」責任。不管是過失推定責任或「無
過失」責任，其都僅是立法技術──從事此種活動多會（prima facie）造成他
人損害，因此法律規定一有此活動而造成損害，行為人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因此稱嚴格責任。
本文這裡的與有過失，並不僅僅指民法第 217 條之過失相抵，而是包括無因果
關係或自承危險等不生損害賠償責任之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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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須再去探求過失否。
相較於上述特殊侵權規定之（極端）危險責任性質，民法第
184 條第 2 項的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並不當然是危險，此所以條
文中，要加上「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要求具有因果關係，此即
漢德公式之 P 值要高於 0，如此公式才能成立，行為人也才應負
損害賠償責任。我國法院實務往往以「無」（不是）過失責任操
作此條文，因此混亂不已 50。
在侵權法的法律規定技術上，嚴格責任與「利益保護」，是
互為鏡像──過失責任下的危險與不危險之兩極端。在嚴格責任
之適用，其行為人被推定有過失，其免責之無過失之證明，基於
過失責任之損害相互性，其是在證明受害人「與有過失」（因此
使其難以預防）。在「利益保護」，行為人是被推定為無過失，
要使行為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是受害人要去證明行為人有過失，
競爭利益之損失，是其例。換言之，在（絕對）權利之過失損害
賠償責任之認定，「結果不法說」不是好的操作方式，但是在
「利益」之過失責任之認定，「結果合法說」則是好的──受害
人要去積極證明「阻卻不法」之不存在，而不是行為人要去證明
「阻卻不法」之存在。

二、契約優先
以獨立的侵權類型表現侵權法的一般規定，其最大問題是，
令過失責任作為侵權法之統一原則，隱而不顯，從而也令契約責

50

參見簡資修（2003），〈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之過失推定：經濟功效與司法仙
丹〉，《政大法學評論》，75 期，頁 79-121。；簡資修，同前註 42；簡資修
（2013），〈因果關係的前邊與後界──最高法院一○一年度台上字第四四三號
民事判決評釋〉，《月旦裁判時報》，24 期，頁 1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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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與侵權責任之關係，無法獲得釐清。損害作為（權利）定分，
其分配首先是具體契約約定的，侵權責任是後補的 51。侵權責任
的發生樞紐是危險行為之過度，此即過失責任，漢德公式 B<PL
之成立。換言之，若無此行為，損害仍然發生，或若無契約，即
無此行為，此行為即非危險，不應適用侵權責任。例如在團體保
險之保險金損失案 52，由於僱用人的疏失，受僱人無法請求原本
可以請求的保險給付，此損害之分配，原應即由（僱傭）契約決
定，但法院卻要以未受保險金給付係純粹經濟上之損失，因此非
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權利為由，來排除侵權責任之適用，
誠無必要。在參展品被竊案（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 1961 號判
決） 53，也是如此。在此案，原告委託 A 公司辦理其儀器至美參
展事宜，A 公司再委由 B 公司運送，而 B 公司再委由 C 航空運
送，結果儀器在 C 航空的倉庫被竊，原告的參展因此落空，因
此請求商譽與商機損失、人員旅費以及場地租金等之損害賠償；
此案也應只是（委託與運送）契約問題 54，但在這些損害是否為
純粹經濟上損失，因此是否適用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之侵權

51

52
53
54

不幸地，我國現行通說與法律實務，以請求權競合說模糊了此私法自治之首階
原則。參見王澤鑑，同前註 2，頁 82-90。請求權競合說之提出，其中一理由是
要讓契約不履行之受害人在其人格權受受害時，得依有關侵權損害賠償規定請
求慰撫金，但一者，如今民法第 227 條之 1 已將之明文化；二者，請求權競合
說的副作用太大了──基於私法自治，在請求權之實施排序，契約上請求權是
排在第一，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是排在最後，請求權競合說（相對於法條
競合說）若是成立，此一排序將崩潰，而其實，契約不履行時，在方法論上只
要類推適用有關侵權損害賠償規定，是無須動用到這種傷筋動骨的請求權競合
說。
葉啟洲，同前註 2，頁 61-62。
同前註，頁 56-58。
侵權責任之認定是要從侵權人而非受害人的角度去理解的，此從民法第 184 條
之條文結構，即可看出。在此案，航空公司根本未對原告為侵權行為，其責任
來源是運送契約。注意，此案不適用產品責任（消費者保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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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法院還是要行禮如儀一番，復誦何謂純粹經濟上損失，以
及契約與侵權之不同法益保護等等。在附保護第三人作用之契
約，若無此契約，根本不會有第三人之損害，因此其不可直接適
用侵權責任法。在契約無明文約定損害之分配，我國民法第 220
條第 2 項規定：「過失之責任，依事件之特性而有輕重，如其事
件非予債務人利益者，應從輕酌定。」
近年發生的玻璃娃娃案 55，更顯示了將損害賠償等同於侵權
責任之法律慌亂。在此案，受害人係一高中生，「患有先天性染
色體異常、肢體重度殘障、全身骨骼鬆軟易碎、行動不便、無法
行走（即俗稱玻璃娃娃）之病症」者；某日體育課，因為下雨改
至地下室，侵害人係其同學熱心幫助，得其同意將其抱起走下樓
梯，卻因樓梯濕滑而致兩人同時滑落，受害人其後送醫不治死
亡。
王澤鑑教授評說：「從輕酌定援助者的注意義務。此項認定
與民法第 220 條第 2 項規定無涉，蓋其是針對債務不履行而言，
不適用於侵權行為（原文即加強） 56。」其接著論說：「受害人
得向救助者主張應負侵權責任，被害人亦得主張成立無因管
理……此項關於緊急管理的規定得類推適用於侵權行為（原文即
加強）…… 57」。此一論證太過迂迴而且有違體系。首先，如果

55

56

57

台北地方法院 91 年度重訴字第 2359 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 93 年度上字
第 433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2374 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
院 95 年度上更（一）字第 6 號民事判決。
王澤鑑，同前註 2，頁 125。有論者說：「由於該條體系上位於第三款（債之效
力）第一款（給付）之下，故理論上僅在債之履行有其適用，不適用於債之成
立（如侵權行為）。」但首先這是其先入為主將此案歸類為侵權行為，才有問
題。再者，加害給付現在適用民法第 227 條第 2 項，債務人之歸責認定，即有
民法第 220 條之適用。
王澤鑑，同前註 2，頁 125。

25

26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6 卷．第 1 期

救助人符合無因管理之規定，直接適用無因管理之規定即可，為
何還要類推適用於侵權行為責任？依照請求權基礎之排序，無因
管理是排在侵權行為責任之前的！次之，本案之侵害人意圖上不
是在「為免除本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而為事務
之管理者」，因此不符合無因管理之規定，根本無類推適用之條
件。其實，被害人是得受害人同意後，才抱其下樓，契約是存在
了，直接適用民法第 220 條第 2 項有關債務不履行之規定，正當
其時 58。
將此案定性為侵權（危險）行為，而非契約責任，是此案剪
不斷、理還亂的原因。「熱心」在侵權行為法，是沒有地位的。
台北地方法院說：「為發揮同學間彼此照顧之美德，其行為並無
可非難性」，但這不是法律論據，其是不構成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的「不法」還是「過失」？臺灣高等法院的第一次判決，
則根本不認「熱心」的帳。其實，「熱心」應是指無償，在契
約，即為無償契約。就侵害人是否知道受害人作為玻璃娃娃的脆
弱性，在侵權責任之認定上，是重要的，但在契約一旦成立後，
其就不重要了──受害人知道了侵害人是知道其身體之脆弱性，
自承危險也。臺灣高等法院的第一次判決，認為侵害人知道此脆
弱性，而且詳細描述滑落樓梯之經過，認其無不能注意情事，從
而有過失，而應負侵權責任。但在下樓梯的過程，侵害人既然小
心翼翼，例如無與他人嘻笑怒罵等影響下樓安全之行為，實難謂

58

在德國民法中，無因管理是被編在各種之債的第 13 節，其前的第 12 節是委
任，其後的第 14 節是寄託，侵權行為則是規定在最後的第 27 節。陳自強教授
也主張以「契約違反」取代「債務不履行」，並以救濟觀點（請求履行、損害
賠償與契約解消）取代給付不能、給付遲延與不完全給付之分類。陳自強
（2015），《契約違反與履行請求》，臺北：元照；陳自強（2016），《違約責任
與契約解消》，臺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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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過失。即使將過失客觀化，侵害人因此有過失，但因為其為無
償契約，所以依據民法第 220 條之規定，其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
負責，從而也無庸負損害賠償責任。
在我國，醫療事故責任是另一個契約與侵權不分的領域 59。
在醫療技術與知識突飛猛進下，如果醫療事故責任是以侵權法規
範之，醫方是愈來愈可能負損害賠償責任，則防衛醫療出現，此
不但無益於醫方，病方也受害 60。醫療事故責任是契約責任，醫
方之損害賠償責任，一如上述玻璃娃娃案中的被告，應該依據民
法第 220 條第 2 項規定：「過失之責任，依事件之特性而有輕
重，如其事件非予債務人以利益者，應從輕酌定。」醫方在依法
無法拒絕醫療之情況下，可視為「其事件非予債務人以利益
者」，因此應從輕酌定。醫療常規雖然只是證據事實，不一定就
是過失行為，但以更高的醫療水準去認定醫方的過失 61，則是反
其道而行了。這個道理與法官無庸就其（非枉法）裁判被撤銷或
廢棄負責的道理一樣的。法官若是被要求就此負責，其結果是，
要不無法獨立審判，要不訴訟無限延長，防衛審判也！
59

60

61

在私人診所就醫，醫師與醫療院所的（契約）責任是合一的。即使在非私人診
所之醫療院所就醫，實際診治的醫師不是醫療院所的履行輔助人，而是直接的
契約關係當事人。醫院的掛號，不是都以醫師為名的嗎？更何況如果其為履行
輔助人，其除非故意或重大過失轉而自負侵權責任，其是無庸負責的。不負契
約責任並不意味其即要負侵權責任，否則侵權責任就斯之濫矣！
參見簡資修（2008），〈醫師的賠償責任與說明義務──經濟分析與其法院實
踐〉，《月旦民商法雜誌》，22 期，頁 38-52；簡資修（2015），〈醫療責任的契約
性質──最高法院一○三年度台上字第二○七○號民事判決評釋〉，《月旦裁判
時報》，39 期，頁 16-20；簡資修（2019），〈醫療事故責任之經濟分析〉，元照
出版公司編，《月旦醫事法匯豐系列：醫療責任保險與法律經濟》，頁 103116，臺北：元照。
參見陳聰富（2014），《醫療責任的形成與展開》，頁 307-367，臺北：臺大出版
中心；簡資修（2017），〈新詞說愁之「醫療水準」──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
字第 227 號民事判決評釋〉，《月旦裁判時報》，65 期，頁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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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多的損害賠償特別法，被歸為「無過失責任」之侵權責任
62

法 ，但其實其是契約責任的──若無這些特別法就損害賠償責
任之範圍加以確定（主要是限縮），行為人是不會為此行為的。
例如若無鐵路法、公路法、大眾捷運法以及民用航空法等法律，
限縮了大眾運輸業者的損害賠償範圍，大概不會有業者進入大眾
運輸市場；若無核子損害賠償法，大概也不會有核子電廠之興
建；若無藥害救濟法，大概也無新藥之開發。相對於典型的侵權
案件──單一行為人就單一事故侵害單一受害人──這些特別的
損害賠償案件，涉及多數的受害人或事故，行為人面對了損害賠
償責任之不確定，但行為人所從事的活動又是社會有利的，則國
家訂定特別的損害賠償法，明確了行為人之損害賠償範圍，從而
促進了社會福利，始是遂行了國家（法律）目的。

三、私法自治
損害賠償之分配以契約為優先，是私法自治之精髓，而其功
能是避免了「防禦性行為」之發生──在上述玻璃娃娃案，就是
熱心行為不見了；在醫療事故責任，就是防禦性醫療發生了。按
人之所以行為，是其因之可以得利或至少不受到不利益，而損害
賠償是其不利益之一部份；此可以 B≧PL 表示之，B 代表利益
（benefit），PL 代表預期的損害賠償責任 63 ；當此公式不成立
時，就不會有此行為。在玻璃娃娃案，熱心助人的同學，其行為
是無償的，因此 B 值為 0，而過失之侵權責任對其而言是 P 值大
於 0，則 B≧PL 不成立。民法第 175 條之無因管理者，僅就故意

62
63

參見王澤鑑，同前註 2，頁 697-747。
此可以稱為「實證的」漢德公式，以區別於「規範的」漢德公式，後者是在決
定行為不法否（參見本文後述第伍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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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重大過失，負損害賠償之責，也是同樣的理由：若要其負較高
標準的過失責任，將無有益社會之無因管理行為。在醫療事故責
任，由於一方面，醫療損害往往是病方既有風險之實現，其使得
P 值很高，而另一方面，醫方收費又受到限制，例如健保給付，
則 B≧PL 也不成立，防禦性醫療發生了，例如小醫院不收急
診、高危險專科缺醫師等；另外，也是在健保制度下，醫方會過
度醫療去減少 P 值，因為如此 B≧PL 才成立；如此一來，醫療
分配成 M 型，也不公平了 64！

伍、外國法律之本國適用
法律條文參酌或甚至繼受外國法而訂定，是一回事，但其適
用，仍須受該外國法的拘束，則是另一回事。一方面，該外國法
之實踐，可能已經不同於該外國法之原本設定，例如本文上述德
國民法第 823 條之權利，已被德國法院擴張至人格權與營業權，
而且德國法院也以「附保護第三人作用之契約」來保障純粹經濟
上損失。另一方面，本國法之適用，是在求得權利釐定成本極小
化之法治實踐，因此即使外國法作為法源，其在法規範之多階與
多層之結構下 65，其仍必須經過是否體系融貫性之檢驗。

64

65

參見簡資修（2014），〈過失責任作為私法自治之原則〉，《北大法律評論》，15
卷 1 輯，頁 155-173；簡資修（2016），〈侵權責任的私法性質〉，《北大法律評
論》，17 卷 1 輯，頁 122-141。
參見黃茂榮，同前註 3，頁 54-62；蘇永欽（1999），〈民法第一條的規範意義
──從比較法、立法史與方法論角度解析〉，蘇永欽編，《跨越自治與管制》，
頁 299-306，臺北：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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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物本質
我國司法實務與學說，有將外國法視為我國民法第一條：
「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裡。」中之
「法理」而適用 66。但首先，如果這裡的「法理」如楊日然教授
所言：「成文法、習慣法、法理三者，在適用之順序，【因】固
有先後之差異，然法理實為習慣法及成文法成立之基礎；詳言
之，習慣法由法理而產生，而成文法更從法理及習慣法而產生。
蓋以法理為維持社會生活，事物不可不然之原理原則，則習慣法
及成文法實無從離開法理之基礎而可成立 67。」則外國法必須被
論證其為「事物不可不然之原理原則」（事物之本質），而不能
僅是訴諸其是「繼受母國之法」或甚至「先進國家之法」之形式68。
但在我國司法實務與學說，此一論證往往被顛倒為之了──因為
其是「繼受母國之法」或「先進國家之法」，所以其是事物之本
質。例如在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713 號判決，法院如下判
道：「且契約如有疑義時，應盡量避免作成偏向不利於債務人之
解釋，以防對經濟弱者之權益造成損害（法國民法第一千一百六
十二條參照，該規定乃事物本質之本然及應然，自可當成法
理） 69。」但事實是，在私法自治原則下，債權人與債務人是平
等的，此所以即使買賣不破租賃之保護承租人，也必須是明文之

66

67
68
69

參見王泰升（2019），〈戰後的繼受當代歐美日本法制及法學〉，王泰升編，《多
元 法 律 在 地 匯 合 》， 頁 414-417 ， 臺 北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出 版 中 心 ； 許 政 賢
（2017），〈比較法視野下之契約解釋法理──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713
號判決之評析〉，許政賢著，
《民事法學之比較與會通》，頁 114-121，臺北：元
照。
楊日然（1997），《法理學論文集》，頁 480，臺北：月旦。
參見石世豪，同前註 21，頁 70-71。
引自許政賢，同前註 66，頁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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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選擇，正是因為「保護債務人」在私法上非事物之本質也！

二、歷史解釋
另有學說主張，法律繼受應作為「立法史與立法資料」 70解
釋方法，而為我國法院所用 71。若是如此，此解釋方法是與文義
解釋，僅是作為區分法律解釋或補充之範圍性因素，而未能實質
決定法律應如何適用。誠如黃茂榮教授指出：「在『立法者的意
思被客觀化』以後，或將『規範的法律意思』當成解釋的目標以
後，歷史因素在法律解釋上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再像以前那般重
要或具有決定性。現在它的主要任務，與其說在終局的決定法律
的內容，不如說是在劃定法律解釋的活動範圍。……但較之單純
基於一般的可能文義所決定之範圍，該由歷史因素參與決定之文
義範圍，是一種可讓步的範圍。只要不越出一般的可能文義的範
圍，縱使基於其他解釋因素的考慮，認為有調整歷史因素所參與
決定之文義範圍的必要，便可調整。其調整無害於該活動之解釋
性質 72。」不特此也，他更指出：「有的判決將歷史因素當成一
種工具，用以印證『依其他解釋因素獲得之結果的正確性』或排
除『依其他解釋因素無法排除的疑義』。對歷史因素之這種應用
方式、顯然已逸出它的範圍性功能。按一個解釋結果之正確與否
的檢證任務，只得由內容性因素與控制性因素來達成。縱使歷史
資料飽含智慧，法律之最後的規範內容的確定，還是不得求助於
歷史因素，蓋若如此，不免發生以古害今 73。」我國民法第 184
70

71
72
73

參見王澤鑑（1999），《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請求權基礎理論體系》，頁 272274，臺北：作者自版。
參見王泰升，同前註 66，頁 419。
參見黃茂榮，同前註 3，頁 412。
同前註，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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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權利之一般文義，是可包括利益的（參見民法第 148 條第 1
項與第 199 條），只有在「繼受」德國法之觀點下，才可能不包
括利益，則即使德國法「飽含智慧」，其也不是我國法律之正確
解釋矣。

三、體系解釋
準此，我國民法第 184 條之權利之解釋，還是要回歸到法律
體系之一致性與融貫性之檢驗。本文上述第參節已經展示了「權
利與利益差別保護」方式的不合目的性──並沒有減少法院裁判
的矛盾與凌亂；但更嚴重的是，其遮蔽了本文上述第肆節所指出
的「過失才是侵權責任發生之要素」，從而破碎化了以私法自治
為基礎的法律體系，法治難矣 74。
Alexy & Peczenik 提 出 了 幾 個判 斷理 論 融貫 性的 標準 75 ：
（一）越多的支持陳述（supported statements）；（二）越長的
理由鍊（length of chains of reasons）；（三）越多的「強的」支
持陳述（strongly supported statements）；（四）各支持理由鍊間
的關連數越多（connections between various supportive chains）；
（五）各原則間的偏好關係數越多（preference relations between
various principles）；（六）各陳述間的相互支持關係數越多或

74

75

立基於民主（合意）之體系規範，謂之法治，參見李建良（2020），〈法學的科
學性與立法的法學性〉，鄧衍森、陳清秀、張嘉尹、李春福主編，《法理學》，
頁 511-553，臺北：元照。而私法自治是其基礎之基礎，參見簡資修，同前註
26；簡資修，〈契約法律：自治之任意規定或任意之預設規定〉，未刊稿。
See Robert Alexy, & Aleksander Peczenik, The Concept of Coherence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Discursive Rationality, 3 RATIO JURIS 130 (1990)；陳愛娥
（2020），〈法體系的意義與功能──借鏡德國法學理論而為說明〉，鄧衍森、
陳清秀、張嘉尹、李春福主編，《法理學》，頁 237-254，臺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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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越 高 （ reciprocal

supportive

relations

between

various

statements）；（七）越多的普遍陳述（universal statements）；
越 多 的 一 般 概 念 （ general concepts ） ； 越 高 的 概 念 一 般 性
（ generality of concepts） ； 概 念 間 的 相 似 點 （ resemblances of
concepts）越多；（八）各理論間的概念互聯點越多（conceptual
cross-connections between various theories）；（九）可處理的案
件越多；（十）可處理的生活領域越多（fields of life）。
「權益與利益平等保護說」相對於「權利與利益差別保護
說」，幾乎在每一個判準，都是比較融貫的。在判準（一），在
特別侵權規定之民法第 185 條以後至第 191 條之 3 是否包括利益
之損害，「權益與利益差別保護說」是無法處理，而「權益與利
益平等保護說」可以。在判準（二），「權益與利益差別保護
說」遮蔽了過失才是侵權損害賠償責任之不可或缺要素。在判準
（三），作為（法源）實定法之民法第 185 條以後至第 191 條之
3 之條文中，並不區分權利與利益之損害。在判準（四），過失
責任作為危險責任，是特別侵權規定之民法第 185 條以後至第
191 條之 3 間的關連點，而「權益與利益差別保護說」在此，根
本無關連點。在判準（五），侵權之過失責任是因為無可跨越之
交易成本法律所模擬出的契約責任，皆為私法自治之表現；無因
管理者之損害賠償責任，也是如此。在判準（六），以金錢填補
損害顯然是賠償責任之大宗，則在責任成立與否為不同的處理，
其間之互相支持失去了。在判準（七），過失責任作為危險責
任，是普遍陳述；過失作為心理狀態，不可能客觀化，因此其概
念一般化了；漢德公式作為「不法」，也使得「不法」可以涵蓋
因果關係、與有過失或依法行為等，其「不法」概念更一般化，
而後者概念間的相似點，也才出現了。在判準（八），過失責任
作為危險責任，不但整合了侵權責任與契約責任，而且也整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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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效力，甚至刑事處罰之成立，也被納入其中。在判準
（九），「權益與利益平等保護說」既然不但適用至民法之特別
侵權規定，而且也及於特別法，其可適用之案件，一定就比較多
了。在判準（十），「權益與利益平等保護說」既然不但是侵權
責任之原則，而且也及於契約責任與物權效力，換言之，其是民
事損害賠償責任之一般原則，可處理的生活領域，一定比「權利
與利益差別保護說」廣多了。

陸、法律繼受之超越：代結論
王伯琦教授說：「我們現階段的執法者，不論其為司法官或
行政官，不患其不能自由，唯恐其不知科學，不患其拘泥邏輯，
唯恐其沒有概念。」但一者，此言之背景是，其批評當時的法
官，在已有民法（自治）規定下，仍以傳統民刑不分之思維去裁
判，置法律規定於不顧 76；二者，這已是約六十年前的說法，一
代人有一代人的時代任務，誠如蘇永欽教授說：「對大陸法系國
家而言，創造、發現不同於外部法律體例──那怕只一點點的偏
離，而可更流暢操作的內在體系，是每個教科書作者不能迴避的
挑戰……這也是我一直覺得遺憾也疑惑的地方，為什麼台灣教科
書作者到今天都還只想沿用法典的體例去寫作，不嘗試建構更進
步的體系 77？」
我國侵權行為法的一般規定──民法第 184 條──從法條結
構來看，的確可說是「繼受」自德國民法第 823 條與第 826 條，
但一者，兩者條文並非一模一樣，例如我國以更廣泛的「權利」

76
77

王伯琦，同前註 29，頁 50-52。
蘇永欽（2009），〈夏蟲語冰錄（十四）──民法典與卷軸式教學 〉，《法令月
刊》，60 卷 2 期，頁 145-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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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德國的「生命、身體、健康、自由、所有權或其他權利
者」，二者，而且更是重要的是，實際操作的副作用太大了，繼
受因此應被超越。其一，無意義的權利或利益之爭，增加了訟
累；其二，優先以契約分配損害賠償之私法自治體系被侵蝕了。
我國實務原本是採取法條競合說，此即契約責任成立即排除侵權
責任之適用，但在學說強力影響下，現在容許受害人去選擇適用
契約責任或侵權責任──以愛（保護弱者）之名？但愛之適足以
害之！不以契約優先分配損害，就是市場管制（此即私法不自治
了），其後果就是防禦性行為──有益社會的合作行為減少了，
而有害社會的逐利行為增加了。在此更高的損害賠償法（此即包
括契約責任、無因管理）架構下，為何過失責任是侵權行為法的
原則，始可理解。所謂的危險責任與過失責任，不是二元，前者
是後者的一個態樣。「無過失責任」一詞有誤導之嫌，一者，因
為其意味了沒有過失也要負責，但其實是其過失太明顯了，無須
再去探求，二者，其不是絕對責任，過失推定責任才是其實。又
基於權利之合法化了損害之本質，行為人在證明其無「過失」
（責任）之重點，不在於證明其行為之合理，而在於證明受害人
或他人行為之不合理，因為此使行為人很難預防損害之發生，從
而無「過失」（責任）。
本文以上超越法律繼受之分析，不是以另一種經濟分析之繼
受而得之，否則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矣 78。不同於主流法律經濟分
析之將法律虛無化而僅為誘因工具 79，本文採取的進路是寇斯的
權利定分之經濟分析。而此才是法律的理論，而不僅是經濟的理

78

79

參見張嘉尹（2020），〈法釋義學〉，鄧衍森、陳清秀、張嘉尹、李春福主編，
《法理學》，頁 363-407，臺北：元照。
參見簡資修（2018），〈論法律經濟分析之科學性〉，《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
66 期，頁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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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而已 80。寇斯說：「經濟學在過去主要是英國的領域，現在則
是美國主導，未來是中國的，如果其經濟學者有正確的態度81 。」
他又說，「我不喜歡寇斯式經濟學這個稱呼。如果我心中所想的
正確經濟學，被中國經濟學者首先發展出來，未來的歷史學家會
稱之為經濟學的中國學派。」如果號稱「社會科學之后」的經濟
學都尚有待華文學者之貢獻，法學者豈可自鄙哉。

80
81

參見簡資修，同前註 26。
Ning Wang, A Life in Pursuit of “Good Economics”: Interview with Ronald Coase,
1(1) MAN AND ECON. 99, 103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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