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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依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將新藥臨床試驗契約

（新藥查驗登記契約）定性為委任契約或承攬契約。當事人將新

藥臨床試驗契約約定成委任契約者，法官並不得將其解釋成承攬

契約。當事人將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約定成承攬契約者，法官亦不

得將其解釋成委任契約。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440 號民

事判決，即明顯無視當事人明示的委任意思，而將當事人明示的

委任契約（民法第 528 條）解釋成承攬契約。最高法院這項契約

解釋活動，完全不尊重當事人意思，頗有疑問。更有甚者，新藥

臨床試驗契約以具有醫療性質的臨床試驗為內容，最高法院在上

開判決所為的契約解釋活動，亦明顯忽略新藥臨床試驗契約具有

醫療內容，實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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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並未定性新藥臨床試驗契約之性質者，則法官應依誠

實與信用原則與交易習慣，解釋該契約之性質。若該新藥臨床試

驗契約並非例如承攬、僱傭或其他以他人事務處理為內容之有名

契約，則依民法第 529 條規定，該契約即委任契約，應適用關於

委任契約之規定。 

在以他人事務處理為內容的契約之情形，數量不足的給付不

僅構成物之瑕疵，亦構成瑕疵給付。在新藥臨床試驗契約，受試

者人數收錄不足，以及病患未於約定時間內返診近 40%，均構成

瑕疵給付，而且依案例事實，亦可能是不能補正之瑕疵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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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Nature of New Drugs 
Clinical Trial Contract 

—Mandate or the Hire of Work 

Chin-Fa You  

Abstrac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party autonomy and freedom 

of contract, the parties may characterize the clinical trial contract for 

new drug as a contract of mandate or a contract to produce a work. The 

parties agree on the clinical trial contract for new drug as contract of 

mandate, and the judge shall not interpret it as a contract to produce a 

work and vice versa. The Supreme Court’s Civil Judgment No. 2440 

(2018) clearly ignored the parties’ express intention of Mandate and 

interpreted this parties ‘intention as a contract to produce a work. This 

contract interpretation does not respect the intention of the parties and it 

is quite questionable. What's more, the clinical trial contract for new 

drug is based on the clinical trial of a medical nature. The contra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in this judgment also obviously 

ignores the medical content of the clinical trial contract for new drug. 

If the parties have not defined the nature of the new drug clinical 

trial contract, the judge should explain the nature of the contract 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w,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Dr.jur.,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Ger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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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good faith and trading habits. If the 

clinical trial contract for new drug is not a nominate contract such as 

contract to produce a work, hiring, or other parties' affairs, according to 

Article 529 of the Taiwan Civil Code, the contract should be a contract 

of mandate, and the provisions of the contract of Mandate shall apply. 

In the case of a contract based on the handling of other people's 

affairs, the performance of insufficient quantities not only constitutes 

defects in things, but also constitutes defects in performance. In the 

clinical trial contract for new drug, the insufficient number of 

subjects included and the failure of nearly 40% of the patients to 

return to the clinic within the agreed time both constitute defects in 

performance, and depending on the facts of the case, it may be also 

defects in performance that cannot be corr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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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問題提出與背景     

生技新藥產業推動新藥上市，尤其乃先進國家之重要產業，

其中相當多企業甚至已形成規模非常大的跨國產業。這項產業與

其所需人力均頗為可觀。最近一年，Covid-19（新冠病毒肺炎）

肆虐全球。若干生技製藥企業在其所屬國家的主導下，在相當短

的期間內研發出疫苗，解救全球疫情與人命。生技製藥產業的重

要性，更可見一斑。在藥物與醫療科技產業的發展，以及醫學的

發展方面，新藥臨床試驗乃相當重要之一環。 

但我國關於新藥臨床試驗契約，實務上頗有紛爭發生。最高

法院裁判有以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為委任契約者1，亦有判決以其為

承攬契約者2。更有甚者，縱使當事人明確約定，新藥臨床試驗契

約乃委任契約，但最高法院仍有裁判將其解釋為承攬契約3，僅完

成約定受試者 80 人數之收錄與試驗，並非必然是應完成之工作

而已。此外，最高法院認為，因試驗未依法定或約定程序或相關

規範，致不能取得新藥查驗登記，乃給付不能。 

新藥臨床試驗契約（新藥查驗登記契約 4）究竟為委任契

                                                       
1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423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

第 2091 號民事判決。  
2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69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

第 2440 號民事判決。  
3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440 號民事判決。  
4 關 於 這 項 契 約 用 語 ， 業 界 使 用 上 並 不 一 致 。 台 北 榮 總 出 版 的 專 書 使 用

（新藥）查驗登記契約一詞。本文則使用新藥臨床試驗契約一詞。新藥

查驗登記契約這項用語僅指出，這項契約在履行上的最後階段。新藥臨

床 試 驗 契 約 則 僅 指 出 ， 這 項 契 約 在 履 行 上 的 前 大 半 階 段 ， 甚 至 絕 大 部

分。實則這兩項用語並無任何內容上的差異，其所指涉者，乃完全相同

的契約。就此，葛謹（2021），《醫學與法律（3）》，頁 139 以下，臺北：

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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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抑或承攬契約？雙方當事人將其契約明訂為委任契約，法院

得否無視這項當事人意思，將該契約解釋為承攬契約？這些問題

的解決，涉及民法上處理他人事務的規範體系，以及涉及契約解

釋之界線。以下擬先說明民法處理他人事務的規範體系，其中包

括委任與承攬契約之區別，以及契約解釋的界線，進而清楚勾勒

出新藥臨床試驗契約之性質。 

文獻上關於以處理他人事務為內容的契約，其間債務不履行

的研究並不多見。關於債務不履行之文獻，大多是以財貨交換為

內容之契約作為出發點或背景。在以他人事務處理為內容契約

裡，其間的債務不履行有時難以與以財貨交換為內容的契約之債

務不履行相提並論，或至少對兩者間債務不履行之理解並非總是

能互通。在新藥臨床試驗契約，因試驗未依法定程序或相關規

範，致不能取得新藥查驗登記是否真是給付不能？解決這則問題

之關鍵在於，應如何正確理解處理他人事務這項債務的債務不履

行類型，亦為以下重點說明之對象。 

貳、處理他人事務的規範體系 

有名契約法規範對象群主要涉及財貨交換、物之使用收益與

他人事務之處理，但民法並不僅以有名契約法規範他人事務處

理，亦以無因管理與侵權責任法，甚至不當得利法規範未成立契

約情況下的處理他人事務。以下說明對象，乃這項規範體系。 

一、有因管理與無因管理 

民法基本上採取二分法規範處理他人事務，即區別有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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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無因管理而展開規範設計5。此間所指之有因與無因，乃以關

於處理他人事務有無成立契約為區別依據，即經成立契約而處理

他人事務者，乃有因管理；未經成立契約而處理他人事務者，乃

無因管理。民法第 172 條以下規定規範無因管理。民法各種關於

勞務給付，亦即處理他人事務為內容之有名契約，即統稱有因管

理。在有因管理中以委任契約之必要之點最少且最概括。換句話

說，委任乃有因管理中最為典型者，乃以處理他人事務為內容之

典型契約中最典型之契約。民法第 172 條關於無因管理成立之規

定以（未受）委任為例示，即清楚傳遞出委任契約這項性質。  

依民法第 529 條規定，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不屬於法律所

定其他契約之種類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這條規定之立法理

由：「謹按關於債務給付之契約，不屬於法律所定其他契約之種

類者，其契約之性質，亦與委任契約相同，若不明為規定，實際

上自必無所依據，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俾有準據。此本條所

由設也。」 

從這條規定與其立法理由亦可明確得知，其乃所謂攔截規定6：

其一，委任乃以處理他人事務為內容之有名契約之一；其二，以

處理他人事務為內容之有名契約裡，其中必要之點最少且最概括

者，乃委任，其他以他人事務處理（勞務）給付為內容之有名契

約之必要之點，則較委任多，例如承攬契約法除要求承攬工作

（事務處理即勞務給付）外，尚要求承攬工作之完成，例如僱傭

契約法要求受僱人處理僱用人事務上具從屬性，例如旅遊契約法

                                                       
5  關 於 處 理 他 人 事 務 可 分 為 有 因 管 理 與 無 因 管 理 的 規 範 體 系 ， 游 進 發

（2020），〈借名登記是信託且可能無效—以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792 號民事判決為例〉，《月旦裁判時報》，101 期，頁 35-37。  
6 Martin Illmer, Systematik des Rechts der (entgeltlichen) Geschäftsbesorgung, RabelsZ 

2012, S. 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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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作為提供旅遊服務者具有商人（營業人）資格，亦即必須是

企業經營者，而委任契約法則並無這些要求，只要求雙方同意處

理事務而已；其三，法律適用上因此應先檢視以處理他人事務為

內容之系爭契約可否被定性為委任以外，以處理他人事務為內容

之有名契約之一，進而適用各該有名契約之規定，唯有當其無法

被定性為這些其他有名契約之一時，始應且即應適用民法第 528

條或適用民法第 529 條準用第 528 條規定7。 

最高法院相當多裁判，包括上開判決，以系爭以他人事務處理

為內容之契約，乃無名契約，應類推適用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即

明顯對民法第 528 條、第 529 條與其他以他人事務處理為內容的有

名契約之規範體系，有尚未臻瞭解之處。例如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

上字第 721 號民事判決8：「按借名登記契約，係以當事人間之信

任關係為基礎，其性質與委任關係類似，自可類推適用民法第 550

條規定，倘無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應認借名登記契約關

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而消滅。次按農地依修正前土地法第 30 條規

定，固需具備自耕能力始得為所有權移轉登記，惟此法律上障礙迄

該條文於 89 年 1 月 26 日修正、同月 28 日生效後即消滅。」 

實則透過民法第 529 條規定之攔截，以他人事務處理為內容

                                                       
7 Ebd., S. 850-853. 
8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678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

第 2384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787 號民事判決、最

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606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399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362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

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2399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726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284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854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1696 號民

事判決、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798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8 年度

台上字第 1039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990 號民事判

決、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76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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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契約，乃無名契約，進而應類推適用關於委任契約之規定，實

在是殊難想像之事；依民法第 529 條規定之適用，系爭契約均是

委任契約9。 

二、統一理論與非統一理論 

關於是否應一致理解事務處理（Geschäftsbesorgung），事

務處理是否為統一的概念，尤其是是否應區別委任事務與其他事

務 處 理 ？ 關 於 這 項 問 題 解 決 ， 文 獻 上 有 統 一 理 論

（Einheitstheorie）與非統一理論（Trennungstheorie）10。統一理

論並不區別委任事務與其他事務處理。詳細而言，依統一理論，

（他人）事務處理乃一項統一性的概念，可以包括一切事務 ，

舉凡委任事務、承攬、僱傭、旅遊、居間、代辦商或經理人等契

約，均是以他人事務處理為內容；事務處理可以是獨立的，亦可

以是從屬的，可以是法律行為的事務，亦可以是非法律行為的事

務，可以是經濟的，亦可以是非經濟的；委任（事務）是其中最

為抽象且因此涵攝最廣者，當系爭契約無法被涵攝為委任以外，

以事務處理為內容之有名契約時，該契約因此即為委任契約。瑞

士債務法第 394 條規定以下即採統一理論。 

瑞士債務法第 394 條第 1 項規定：「受任人因委任之承諾，

負有依契約，處理受委付事務或勞務之義務（ Durch die 

Annahme eines Auftrages verpflichtet sich der Beauftragte, die ihm 

                                                       
9 游進發，同前註 5，頁 37-39。 
10 關於統一理論與非統一理論，Martin Illmer, .a.a.O.(Fn. 6.), S. 842; Christiane 

Wendehorst, Das Vertragsrecht der Dienstleistungen im deutschen und künftigen 
europäischen Recht, Archiv für die civilistische Praxis 2006, S. 236-237; Heermann, 
in: Säcker/ Rixecker/ Oetker,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 8. Aufl., 2020, § 
675, Rn.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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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bertragenen Geschäfte oder Dienste vertragsgemäss zu 

besorgen）。」由瑞士債務法第 394 條第 1 項規定可知：其一，

民法第 528 條規定與瑞士債務法第 394 條第 1 項規定完全相同，

兩者均包括有償與無償委任11，而且亦不區別委任事務之性質，

任何勞務契約因此均可以回歸到委任12。 

瑞士債務法第 394 條第 2 項規定：「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

不屬於本法所定之特別契約種類者，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

（Verträge über Arbeitsleistung, die keiner besondern Vertragsart 

dieses Gesetzes unterstellt sind, stehen unter den Vorschriften über 

den Auftrag）。」由瑞士債務法第 394 條第 2 項規定可知，民法

第 529 條規定與瑞士債務法第 394 條第 2 項規定完全相同，兩者

均是所謂的攔截構成要件13。由瑞士債務法第 394 條規定可知，

民法第 528 條以下規定所採取規範模式，明顯與瑞士債務法所採

規範模式完全相同，即均採統一理論14。 

德國民法第一次草案亦採統一理論15。民法第 529 條規定以

系爭以他人事務處理為內容之契約若非其他有名契約，則為委任

契約，適用關於委任契約之規定。這項規範內容明顯傳遞出一則

訊息，即委任契約乃任何以他人事務處理為內容的典型契約之原

型。民法第 178 條規定以管理人處理他人事務作為要約（包括透

過解釋當事人意思而認有要約），以本人之承諾作為承認（包括

                                                       
11 Heinrich Honsell, Schweizerisches Obligationenrecht - Besonderer Teil, 9. Aufl., 

2010, S. 315. 
12 Eugen Bucher, Schweizerisches Obligationenrecht - Besonderer Teil, 3. Aufl., 1988, 

S. 224; Heinrich Honsell, a.a.O. (Fn. 11.), S. 316. 
13 Heinrich Honsell, a.a.O. (Fn. 11.), S. 325. 
14 Martin Illmer, a.a.O. (Fn. 6.), S. 848-852。關於瑞士債務法第 394 條第 2 項規定解

釋適用上的爭論，Eugen Bucher, a.a.O. (Fn. 12.), S. 224. 
15 Martin Illmer, a.a.O. (Fn. 6.), S. 839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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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解釋當事人意思而認有承諾），委任契約因此成立，適用關

於委任契約之規定。民法第 178 條這項規範設計即亦呈現出這項

委任的契約觀，亦即其乃採統一理論規範模式底下的必然呈現。 

民法第 178 條之立法理由：「謹按管理事務經本人追認時，

無因管理之本質，是否有所變更，立法主義有二。一使管理人就

其違反本人意思所支出之費用，得向本人求償其全部。二使本人

與管理人之間，適用委任之規定。第二主義最適於理論，蓋無因

管理人所為之行為，一經本人承認，即變為有權代理也。本條特

採用之。」透過這項立法理由，立法者明顯表達其採取委任說之

立場。在此間應特別澄清者，乃立法者彼時並不區別代理權授與

與其原因行為，是以其在立法理由裏所指的有權代理，實則乃委

任之意思。而如前所述，此間之所以有成立委任的可能性，乃因

我國民法就事務處理採統一理論，委任事務並無任何性質上的限

制。由此更可見，法條的理解向來不能割裂地僅針對一條法條 

往往尚必須求諸法條彼此之間關聯。例如若不掌握民法第 529 條

的規範意義，則如何能理解民法第 178 條的準用委任之規範意

義；若不將這兩條法條作一齊觀，焉能得出民法第 178 條規定所

規範者乃委任的契約觀。 

民法第 528 條與第 178 條如此的規定與統一理論共同傳遞出一則

訊息：委任契約乃任何以他人事務處理為內容的典型契約的原型，因

此亦可以涵攝到，透過解釋當事人意思，當事人雖無成立具體的某項

典型契約的意思，但仍有成立事務處理契約之意思之情形16。  

與統一理論相對立者，乃所謂的非統一理論。依非統一理

                                                       
16 例如黃茂榮教授即認為，若當事人僅就有償事務處理成立合意，則勞務提供人

即 應 承 擔 自 其 財 務 風 險 ， 當 事 人 間 因 此 不 應 成 立 僱 傭 。 就 此 ， 黃 茂 榮

（2009），〈委任（上）〉，《植根雜誌》，25 卷 1 期，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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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事務處理並非統一的概念，其與委任事務並不相同，僅為維

護他人利益，獨立的經濟上的他人事務處理，始為事務處理。德

國民法第 2 次草案，以及因此而來的德國民法第 675 條關於事務

處理契約（Geschäftsbesorgungsvertrag）之規定，即採非統一理

論，其適用範圍因此僅限於獨立的經濟上的他人事務處理17。在

德國法，系爭契約以非經濟上的事務處理，或非獨立的事務處理

為內容者，因此也不可能為事務處理契約，而只能是僱傭或者承

攬，例如醫療契約在其典型化，亦即被明文規範之前，即為自由

的僱傭契約18。此外，德國民法第 662 條以下所規定之委任，必

為無償契約，德國民法第 675 條所規定之事務處理契約，必為有

償契約，僅透過有償與無償，因此即可區別出委任與事務處理契

約19。 

但在此間應特加說明者，乃德國民法第 662 條以下規定與第

675 條以下規定所採的規範模式，受到頗多批判。儘管依立法理

由說明與法條文義，德國民法第 675 條關於事務處理契約之規定

應是採取非統一理論（通說）20，但德國文獻上向來仍有以德國

民法第 675 條規定準用德國民法關於委任之若干規定為理由，進

而以統一理論解釋、理解該條規定21。文獻上亦不時有主張應透

                                                       
17 Martin Illmer, a.a.O. (Fn. 6.), S. 843; Christiane Wendehorst, a.a.O. (Fn. 10.), S. 236. 
18 Christiane Wendehorst, a.a.O. (Fn. 10.), S. 236. 
19 Dieter Medicus/ Stephan Lorenz, Schuldrecht II Besonderer Teil, 15. Aufl., 2010, Rn 

882.對如此規範設計的批判，Karl Larenz/ Claus-Wilhelm Canaris, Lehrbuch des 
Schuldrechts, Besonderer Teil, Bd. II, Halb. 1, 13. Aufl., 1994, S. 410; Christiane 
Wendehorst, .a.a.O. (Fn. 10.), S. 238. 

20 Hans-Joachim Musielak, Entgeltliche Geschäftsbesorgung, in: Bundesminister der 
Justiz (Hrsg.), Gutachten und Vorschläge zur Überarbeitung des Schuldrechts II, 1981, 
S. 1220 f.; Martin Illmer, a.a.O. (Fn. 6.), S. 843.  

21 例如，Christiane Wendehorst, a.a.O. (Fn. 10.), S. 237. 其他以統一理論說明德國

民法第 675 條規定之文獻說明 參閱，Martin Illmer, a.a.O. (Fn. 6.), S.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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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修法（de lege ferenda），將他人事務處理概念予以統一化22。 

統一理論與非統一理論區別的根源點在於，無償性是否為委

任契約的必要之點。在羅馬法時代所謂的委任契約必是無償的，

非統一理論於是植基於這項觀點，且更以唯有委任契約有這項無

償性，始可能與僱傭與承攬作出區別，進而展開處理他人事務的

規範設計23。反之，統一理論則不以無償性作為委任契約的必要

之點，其以委任契約可以是有償的，亦可以是無償的24。但在工

商業時代，為他人處理事務的契約，包括委任，通常是有償的。

羅馬法的這項觀察顯然已不再具有事實上的正當性基礎，而無法

以之作為規範設計與因此而來的規範區別的正當性基礎。關於德

國民法與此相關的問題，在此間並不特加詳細說明，民法關於他

人事務處理的規範體系，尤其是民法第 529 條規定，與德國民法

關於處理他人事務的規範體系，並不相同。德國文獻上應將他人

事務處理予以統一化之見解，實際上即向我國民法所採取，以統

一理論為基礎的規範體系靠攏。 

參、系爭契約之定性 

如前所述，民法關於他人事務處理的規範體系，尤其在有因管

理方面，採取統一理論。民法第 529 條規定具有攔截要件規定之性

質，即若系爭契約無法被定性為委任以外，其他以他人事務處理為

內容之有名契約，則為委任契約，應適用委任契約之規定25。新藥

                                                       
22 Martin Illmer, a.a.O. (Fn. 6.), S. 843。Martin Illmer 這篇論文裡引用的若干文獻，

主張將他人事務處理的概念統一化。另文獻上贊同瑞士法所採統一理論的優點

者，Hans-Joachim Musielak, a.a.O. (Fn. 22.), 1291 f. 
23 Martin Illmer, a.a.O. (Fn. 6.), S. 840; Dieter Medicus/ Stephan Lorenz, a.a.O. (Fn. 19), 

Rn. 882. 
24 Martin Illmer, a.a.O. (Fn. 6.), S. 839, 848-849. 
25 游進發，同前註 5，頁 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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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試驗契約究竟為委任契約，抑或承攬契約？在他人事務處理規

範體系之下，如何定性這項契約，乃以下說明對象26。而且依這項

規範體系之規範邏輯，首先應從事的契約定性活動者，乃新藥臨

床試驗契約是否乃委任契約以外，其它的有名勞務契約之一，即

其是否為最高法院若干裁判所認為之承攬契約。若其並非委任以

外，其他的有名勞務（他人事務處理）契約，則依民法第 529 條

規定，只能是委任契約。 

一、新藥臨床試驗（查驗登記）契約之內容 

依人體試驗管理辦法第 2 條規定，新藥的研發與上市之前

（新藥品於辦理查驗登記前），應經過臨床試驗階段。依醫療法

第 8 條規定，將新藥品、新醫療技術、新醫療契約，或將學名藥

之生體可用率與生體相等性，依醫學理論施行於人體之試驗研

究，乃人體試驗（臨床試驗）。依同法第 78 條規定，得施行人

體試驗之醫療機構，僅教學醫院；其經擬定計畫，報請中央主觀

機關核准，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委託者，始得施行人體試驗。新藥

臨床試驗契約所涉及事項之一，乃教學醫院依醫療法上開規定，

依醫學理論將新藥品施行於人體之試驗研究。新藥品臨床試驗，

基本上與醫療行為相同 即均為醫師對病人之醫療行為27。  

依藥品優良臨床試驗作業準則第 3 條第 8 款規定，新藥臨床

試驗之發起與管理者，乃試驗委託者，一般為藥廠或發明新藥的

生技公司；依藥品優良臨床試驗作業準則第 3 條第 9 款規定，與

                                                       
26 文獻上關於委任與承攬區別的一般說明，林誠二（2002），《民法債編各論

（中）》，頁 66、224-225，臺北：瑞興；劉春堂（2004），《民法債編各論

（中）》，頁 146，臺北：自版；邱聰智（2002），《新訂債法各論（中）》，頁

206，臺北：元照。 
27 葛謹，同前註 4，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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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委託者訂定契約，承擔臨床試驗一部或全部之機構，乃受託

研究機構（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CRO）；依藥品優良

臨床試驗作業準則第 3 條第 6 款規定，與試驗委託者訂定契約，

執行臨床試驗之醫療機構，乃試驗機構，依醫療法第 78 條規

定，僅教學醫院始有這項資格。 

依藥品優良臨床試驗作業準則第 40 條至第 88 規定，嚴格且

詳細規範試驗委託者應處理之事項28。依該準則第 40 條規定，

試驗委託者應負責甄選試驗主持人（GCP 第 40 條）。依該準則

第 41 條規定，試驗委託者與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達成協議執

行試驗前，試驗委託者應提供試驗計畫書與最新版主持人手冊予

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且應給予試驗主持人充分之時間檢閱試

驗計畫書及相關資訊。依該準則第 42 條第 1 項規定，試驗委託

者應獲得試驗主持人及試驗機構對於同條項第 1 款至第 4 款事項

之同意。依該準則第 45 條規定，試驗委託者應任用合格、適

當，以及能對試驗相關醫療問題提供意見之醫療人員，必要時，

亦可指派外部顧問擔任上述工作。依該準則第 46 條規定，臨床

試驗開始前，試驗委託者應定義及分配所有試驗相關之責任與功

能。依該準則第 47 條規定，試驗委託者應負責試驗主持人或試

驗機構因試驗所生之賠償責任或投保責任保險。 

該準則第 49 條至第 52 條規定則規範執行品質與其控管。該

準則第 53 條至第 61 條規定則規範數據之處理與保存。該準則第

62 條至第 72 條規定則規範，試驗藥品之管理。該準則第 73 條

至第 79 條規定則規範臨床試驗之監測。該準則第 81 條至第 83

條規定則規範獨立稽核制度。該準則第 83 條至第 88 條規定則規

範，臨床試驗之申請與審查。 

                                                       
28 葛謹，同前註 4，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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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藥品優良臨床試驗作業準則第 43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試

驗委託者得移轉部分或全部與試驗相關的權利與義務於受託研究

機構。這條規定允許試驗委託者將臨床試驗相關事項之處理委由

受託研究機構。實務上試驗委託者通常將上開應處理之事項，其

中部分或全部委由受託研究機構處理29。無論在國外或國內，新

藥臨床試驗是分工進行的。依同條項但書規定，關於維護試驗數

據的品質與完整性之最終責任，仍應由試驗委託者負責。依同條

第 3 項規定，受託研究機構於受託處理的範圍內，準用本準則有

關試驗委託者之規定。 

新藥臨床試驗受到國家法律，即人體試驗法與藥品優良臨床

試驗作業準則的嚴格規範。而且依藥事法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

新藥臨床試驗完成後，製造、輸入藥品者，應先申請中央衛生主

管機關查驗登記，經核准發給藥品許可證後，始得製造或輸入。 

基於新藥產業實務上分工，以及為遵守上開法規，試驗委託

者與受託研究機構（CRO）間所成立的新藥臨床試驗契約，不僅

必然以新藥臨床試驗活動的管理為內容，亦以申請並取得查驗登

記為內容；試驗委託者與受託研究機構關於新藥臨床試驗所處理

之事項不僅十分專業且繁雜，亦必須遵守法律規定，亦即其處理

事項不僅涉及醫療管理專業與醫療專業（管理的對象乃醫療行為

的臨床試驗），亦涉及法律專業；不僅包括前大半段的臨床試驗

（醫療行為）的管理，亦最後包括查驗登記的申請。 

二、承攬契約？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69 號民事判決30：「原審斟酌

                                                       
29 許義明（2021），〈藥品臨床試驗中試驗委託者之民事法律責任〉，《萬國法

律》，159 期，頁 59；葛謹，同前註 4，頁 172。 
30 最高法院這則判決的前審最高法院判決：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404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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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兩造於九十二年八月十三日

簽訂Ｍ案合約，研究內容包含：1.研究一：查驗登記用臨床試

驗，Miglitol 50mg 及 100mg 二劑量。2.研究二：Miglito l50mg

生體可用率試驗，3.研究三：Miglitol 100mg 生體可用率試驗，

復於九十三年二月七日簽訂Ｒ案合約，約定由被上訴人承攬新藥

品查驗登記用之臨床試驗及生體可用率試驗計畫。系爭合約第四

條約定各期款項之支付須被上訴人依約完成各期工作進度而有結

果，始得請求各期款項。被上訴人執行委託試驗之目的在於完成

新藥查驗開發之試驗工作，亦即著重在於被上訴人需完成「臨床

試驗」與「生體可用率試驗」之執行工作，取得成果，送由中央

衛生主管機關同意予以備查，尚非指通過主管機關查驗登記而取

得藥品許可證，應屬承攬契約……惟依系爭合約除約定被上訴人

係進行試驗外，尚另行載明被上訴人應和上訴人合作，以執行本

研究，並將盡最大努力完成研究等語，參酌義務分配表中，被上

訴人之契約義務並無涉及新藥查驗、取得上市許可等，可知被上

訴人並非保證一定可完成研究內容，且試驗結果不保證能通過主

管機關之新藥查驗取得上市許可，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執行試驗

若無法備查核准，其查驗登記案不會通過，契約目的因可歸責於

被上訴人之事由，而無法達成云云，尚無可採。」 

最高法院在上開判決裡認為：其一，關於 R 藥的臨床試驗

契約與關於 M 藥的臨床試驗契約皆為承攬契約；其二，新藥臨

床試驗契約之承攬人所應完成之工作，僅包括臨床試驗與生體可

用率試驗之執行與監督，以及送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同意予以備

查，並不包括通過主管機關查驗登記而取得藥品許可證。 

                                                       

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444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

上字第 1433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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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440 號民事判決：「惟查兩造

就附件三「付款計畫」係約定自簽約日起至被上訴人核准上訴人

撰寫延伸試驗之臨床研究報告止，依收錄受試者、完成隨機篩選

受試者、受試者完成延伸試驗及撰寫臨床研究報告之工作進度，

分 13 項「里程碑/事件」預定其付款時程，各按一定比例計付報

酬（見原審卷一第 350 至 353 頁），而依系爭契約第 5 條約定：

「專業服務費／實支實付費用之付款（細項請同時參閱附件

二）」（見一審卷一第 12 頁），及附件二所列上訴人之工作內

容及各項工作之費用（見原審卷一第 344 至 347 頁），兩造原未

約定以上訴人完成收錄受試者、隨機篩選受試者及受試者完成延

伸試驗之人數為其工作內容而計付報酬。況依附件一所示兩造之

義務分配，非但未約定上訴人負有收錄、試驗受試者之義務，反

係被上訴人依約負有「選擇適合的試驗主持人及試驗單位」、

「試驗主持人合約溝通及合約製作」、「臨床試驗單位合約溝通

及合約製作」等義務（見原審卷一第 393、394 頁）；又依上訴

人所提出被上訴人與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中榮民

總醫院等醫院簽訂之臨床試驗合約書，約定由被上訴人委由各醫

院實施系爭臨床試驗，並約定各醫院預計收錄受試者人數（見同

上卷第 203 至 324 頁），似見有關受試者之收錄、試驗等工作係

由被上訴人委由上開醫院實施。果爾，能否謂「完成 80 位受試

者之延伸試驗」係屬上訴人應完成之工作？被上訴人能否因僅完

成 72 位受試者之收錄而給付上訴人 90%之報酬？尚非無疑。原

審未遑細究，逕依附件三所載，謂上訴人未完成第 11 期全部工

作，不得請求全部報酬云云，未免速斷。」 

最高法院在這則判決裡認為：其一，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為承

攬契約，蓋前審高等法院以經當事人約明之臨床試驗執行委任合

約書（委任契約）為承攬契約，而最高法院並未就此見解加以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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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其二，完成約定受試者 80 人數之收錄與試驗，是否必為承

攬人應完成之工作，從而未完成約定人數受試者之收錄與試驗，

即不能請求全部報酬，均仍有疑問，尚待詳查。 

最高法院在這兩則判決裡均以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為承攬契

約。最高法院這項見解無視新藥臨床試驗契約雖然非醫療契約，

但以醫療行為為內容之一，而針對人的醫療行為，基於幾乎無法

為人所掌控的人體裡過程的複雜性，並無法必定給出預期的醫療

成果，80 人數的受試者試驗，更應是如此。更有甚者，最高法

院在這則判決裡無視當事人將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約定成委任契約

之意思，逕自將其解釋為承攬契約之問題。這項契約定性活動，

不僅涉及法律的解釋適用，亦涉及當事人意思的尊重與解釋，將

在以下詳細說明相關問題。 

三、契約之解釋 

在允許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之法秩序裡，當事人原即得依已

意締結各類有名契約、混合契約與無名契約。法院原則上應尊重

當事人的契約自由，包括內容自由，而不得進行契約解釋。以下

分析與批判的對象，首先乃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的內容，其次則為

最高法院對新藥臨床試驗契約所為之解釋結果。 

（一）醫療 

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的主要內容（主給付）之一，以具有醫療

性質的臨床試驗為內容31。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的臨床試驗內容，

大抵決定能否取得新藥查驗登記。臨床試驗作為新藥臨床試驗契

約的主給付，其在新藥研發與上市上的關鍵地位可想而知。從最

                                                       
31 林誠二（2010），〈人體試驗與雙效理論之探討〉，《法令月刊》，61 卷 10 期，頁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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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年多來，新聞媒體關於新冠病毒疫苗的臨床試驗的報導，即

可窺知新藥臨床試驗的這項關鍵地位一二32。 

基於醫療具有幾乎無法為人所掌控的人體裡過程的複雜性，

對人體的醫療行為，原則上並無法必定給出預期的醫療成果33。

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180 號民事判決即清楚指出醫療行

為的性質：「次按醫療行為在本質上通常伴隨高度之危險性、裁

量性及複雜性，故判斷醫師於醫療行為過程中是否有故意或過失

即注意義務之違反，必須斟酌醫療當時之醫療專業水準、醫師就

具體個案之裁量性、病患之特異體質等因素而為綜合之判斷，且

因醫療行為有其特殊性，醫師所採之藥方或治療方式以事前評估

雖係屬於適當之選擇，但並無法保證一定能改善病情，故容許不

確定風險之存在，不能逕依醫療之結果不如預期、不成功或有後

遺症、感染之發生，逕以論斷醫療行為違反注意義務。」醫療法

第 82 條規定的立法理由，亦清楚傳遞出醫療行為的這項性質：

「醫療行為因具專業性、錯綜性及不可預測性，且醫師依法有不

得拒絕病人之救治義務，為兼顧醫師專業及病人權益，修正第二

項民事損害賠償之要件，即以『違反醫療上必要之注意義務且逾

越合理臨床專業裁量』定義原條文所稱之『過失』。」 

新藥臨床試驗契約既然以具有醫療性質的臨床試驗為內容，

則在新藥臨床試驗的實務領域，因此完全並無新藥臨床試驗契約

裡，通常有能取得正面成果的雙方當事人想像，而是雙方當事人

                                                       
32 例如，聯合報（02/20/2021），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121833/5262568 

（ 最 後 瀏 覽 日 ： 04/10/2021 ）； 中 央 通 訊 社 （ 11/11/2020 ），

https://www.cna.com.tw/news/firstnews/202011110167.aspx （ 最 後 瀏 覽 日 ：

04/10/2021）；天下雜誌（11/12/2020），https://www.cw.com.tw/article/5102716 
（最後瀏覽日：04/10/2021）。 

33 BT-Drucks., 17/10488, 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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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能且均應認知到，新藥臨床試驗可能失敗，且因此無法取得新

藥查驗登記。在如此的實務操作環境裡並不可能產生，當事人大

抵不至於將新藥臨床試驗契約明示定性承攬契約，而且根本不可

能醞釀出，根本不存在著一項交易習慣，即新藥臨床試驗契約之

受任人必須成功完成新藥臨床試驗，且取得新藥查驗登記這項預

期成果，始得請求報酬之交易習慣（商業習慣）。基於新藥臨床

試驗契約的醫療性質，其因此原則上並不應是承攬契約，而是委

任契約。 

縱使將新藥臨床試驗契約解釋成承攬契約，將承攬人應完成

之工作限制在臨床試驗部分，而不及於取得新藥查驗登記之取

得，但這項解釋同樣無視臨床試驗具有醫療行為的危險性、裁量

性及複雜性性質，而導致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的他方當事人耗費了

許多勞力、時間與費用，卻無法請求報酬。臨床試驗可能且常常

是失敗的結果。在臨床試驗失敗或未完成的情況下，新藥臨床試

驗契約的他方當事人卻因這項承攬契約的見解，而無法取得相應

的報酬。這項見解是否將負面影響新藥的研發與相關產業的發

展？提供新藥查驗登記服務者，是否勢必將這項成本轉嫁製藥

廠，甚或退出市場，而由藥廠自行承擔這部分與成本，是否將負

面影響藥廠開發或輸入具有前瞻性的新藥意願 從而負面影響國

民的衛生健康？凡此均猶尚未知。法律適用者似應正視新藥臨床

試驗契約的醫療內容。 

（二）商業行為 

新藥試驗契約基本上乃雙方當事人均是商人之契約，亦即商

事契約。商事契約之解釋基本上亦與其他非商事之契約相同，即

應以誠實信用原則所要求，以及以顧及交易習慣之方式，解釋契

約 。 此 間 所 指 的 交 易 習 慣 應 僅 限 於 商 業 習 俗

（Handelsbräuche），亦即商業上習慣（Gewohnheiten）與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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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bräuche）34。如前所述，無論依契約雙方當事人明示的意

思，抑或依誠實信用原則與交易習慣（商業習俗），在最高法院

上開判決裡的新藥臨床試驗契約均應是委任契約。 

新藥臨床試驗契約基本上乃雙方當事人亦是企業經營者，亦

即企業經營者與企業經營者訂定的契約（B2B）。新藥臨床試驗

契約雙方當事人（委任人與受任人）既然均是企業經營者，則該

契約之解釋因此不應與消費者契約之解釋一樣，以有利於消費者

之方式為之，而是不應以有利於任何一方之方式為之。既然新藥

臨床試驗契約是企業經營者與企業經營者間之契約（B2B），並

非如同消費者契約與勞動契約般，其一方當事人在規範上有保護

之必要，則這項契約性質之理解即應尊重當事人意思，亦即當事

人將其約定成委任者，即委任，將其約定成承攬者，即承攬；當

事人之意思不明者，該項契約之解釋，即應以誠信原則與交易上

習慣之方式為之。而如前所述，依誠信原則與交易習慣，以及新

藥臨床試驗契約之臨床試驗的內容，新藥臨床試驗契約應是委任

契約。 

如前所強調，新藥臨床試驗契約具有醫療行為的內容，而醫

療行為因其性質，給出正面結果是滿不確定的。將新藥臨床試驗

契約解釋成承攬契約，從而當臨床試驗失敗時，他方當事人將不

得請求報酬，無疑是將這項不確定性完全由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的

他方當事人承擔，他方當事人在此間所耗費的勞力、時間與費用

將因其完全不能控制且介入的臨床試驗（其僅能管理、監督、紀

錄整個臨床試驗流程），而完全化為烏有。如此的解釋結果，完

全偏向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的一方當事人。  

新藥臨床試驗契約具有醫療行為的內容。醫療契約的相關法

                                                       
34 Tobias Lettl, Handelsrecht, 3. Aufl., 2015, S.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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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於新藥臨床試驗契約亦應有適用餘地。在醫療契約關係裡，

當病患的治療結果不如預期時，病患此際仍應支付報酬，即並非

有利於醫療機構或醫師之解釋，亦並非不利於病患之解釋，而是

由雙方共同承擔醫療行為所帶來的不確定性。醫療機構或醫師既

已花費勞力、時間與費用進行醫療，則病患即應支付報酬，縱使

醫療結果不如預期。將新藥臨床試驗契約解釋為委任契約，不僅

正視其具有醫療行為的內容，更是由雙方當事人共同承擔新藥臨

床試驗契約的醫療行為性質所帶來的結果不確定性。換句話說，

既然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的他方當事人就臨床試驗的流程，已耗費

相當勞力、時間與費用，加以監督、管理與紀錄，則縱使臨床試

驗結果不如預期，一方當事人仍應支付報酬。新藥臨床試驗契約

因此原則上並不應是承攬契約，而是委任契約。 

商人乃反覆不斷從事同類活動，而從中獲取利潤之人。既然

新藥臨床試驗契約雙方當事人均是商人，即反覆不斷從事新藥臨

床試驗相關活動，而從中獲取利潤之人，則關於新藥臨床試驗業

務，雙方之間因此不存在著規範上資訊不對稱之情況，而不應以

雙方當事人共同的委任真意是承攬契約，而是應尊重其委任的真

意。新藥臨床試驗契約因此原則上是委任契約。 

（一）明示意思與誠信原則及交易習慣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440 號民事判決：「惟查兩造

就附件三「付款計畫」係約定自簽約日起至被上訴人核准上訴人

撰寫延伸試驗之臨床研究報告止，依收錄受試者、完成隨機篩選

受試者、受試者完成延伸試驗及撰寫臨床研究報告之工作進度，

分 13 項「里程碑/事件」預定其付款時程，各按一定比例計付報

酬（見原審卷一第 350 至 353 頁），而依系爭契約第 5 條約定：

「專業服務費 /實支實付費用之付款（細項請同時參閱附件

二）」（見一審卷一第 12 頁），及附件二所列上訴人之工作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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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及各項工作之費用（見原審卷一第 344 至 347 頁），兩造原未

約定以上訴人完成收錄受試者、隨機篩選受試者及受試者完成延

伸試驗之人數為其工作內容而計付報酬。況依附件一所示兩造之

義務分配，非但未約定上訴人負有收錄、試驗受試者之義務，反

係被上訴人依約負有「選擇適合的試驗主持人及試驗單位」、

「試驗主持人合約溝通及合約製作」、「臨床試驗單位合約溝通

及合約製作」等義務（見原審卷一第 393、394 頁）；又依上訴

人所提出被上訴人與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中榮民

總醫院等醫院簽訂之臨床試驗合約書，約定由被上訴人委由各醫

院實施系爭臨床試驗，並約定各醫院預計收錄受試者人數（見同

上卷第 203 至 324 頁），似見有關受試者之收錄、試驗等工作係

由被上訴人委由上開醫院實施。果爾，能否謂「完成 80 位受試

者之延伸試驗」係屬上訴人應完成之工作？被上訴人能否因僅完

成 72 位受試者之收錄而給付上訴人 90%之報酬？尚非無疑。原

審未遑細究，逕依附件三所載，謂上訴人未完成第 11 期全部工

作，不得請求全部報酬云云，未免速斷。再系爭臨床試驗計畫延

宕無法達成延伸性試驗受試者人數目標，兩造因而合意展延工作

期限，為原審所認定。倘受試者之收錄、試驗等工作係由被上訴

人所委託之醫院負責實施，則上訴人就各醫院收錄、試驗受試者

之人數及其工作進度，是否有調整及管控之權限？倘上訴人無該

權限，能否謂系爭臨床試驗因無法於原定期限內達成延伸性試驗

受試者人數目標而展延期限，係可歸責於上訴人？如非可歸責於

上訴人，則上訴人於展延期間所增加支出之工作費用，是否不能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均應予以究明。乃原審未詳查審認，遽為上

訴人不利之論斷，並嫌疏略。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

求予廢棄，非無理由。」 

最高法院在這則判決裡認為：其一，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為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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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契約，蓋前審高等法院以經當事人約明之臨床試驗執行委任合

約書（委任契約）為承攬契約，而最高法院並未就此見解加以指

摘；其二，完成約定受試者 80 人數之收錄與試驗，是否必為承

攬人應完成之工作，從而未完成約定人數受試者之收錄與試驗，

即不能請求全部報酬，均仍有疑問，尚待詳查。 

最高法院與前審法院均以當事人約明為委任契約之新藥臨床

試驗契約為承攬契約。但最高法院這項契約解釋活動，實在不無

疑問。民法第 98 條規定繼受自德國民法第 137 條規定，兩者內

容上完全相同。依 Medicus 的説明，這條法條主要自羅馬法上的

遺贈這項死因的財產給與發展出來，在此間幾乎並無保護相對人

信賴之必要可言；在契約解釋裡，信賴保護反而始為重要者35。

準此而論，動輒適用民法第 98 條規定，將主要適用於遺贈，且

亦僅適用於遺贈始為適當之解釋規則套用至契約解釋，實有商榷

餘地。再者，契約乃由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所構成。解釋契約

時，因此不應僅解釋一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而是亦應一併解釋

他方的意思表示，即應解釋當事人的共同意思。蓋若僅解釋一方

當事人的意思表示，則將導致僅以一方當事人之意思即可成立契

約，他方當事人因此即受該契約拘束之後果，而這項拘束力將因

欠缺當事人同意而喪失正當性基礎。 

依德國民法第 157 條規定，應以誠實信用所要求，並顧及交

易習慣，解釋契約 （Verträge sind so auszulegen, wie Treu und 

Glauben mit Rücksicht auf die Verkehrssitte es erfordern.）。德國

民法第 157 條規定之適用對象，乃契約解釋，其清楚指出契約解

釋的規則，乃誠實信用原則與交易習慣。德國民法第 157 條所規

定之交易習慣，通常亦為契約雙方當事人所知悉或所得知悉，該

                                                       
35 Dieter Medicus, Allgemeiner Teil des BGB, 9. Aufl., 2006, Rn.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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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規定之誠實信用原則，亦允許在解釋契約時顧及雙方當事人

的理解能力36。儘管民法並無類似德國民法第 157 條之規定，但

依民法第 1 條規定，誠實信用原則乃填補漏洞之法理，在此間乃

填補契約解釋的法律漏洞之法理。依該條規定，法官因此得以誠

實信用原則，解釋契約。從交易習慣亦可推知，契約雙方當事人

究竟指向何等意思；當契約雙方當事人意思明顯不符合相應交易

習慣時，通常不至於在契約裡未有任何何以有這項意思之理由之

記載或其他訊息。  

最高法院上開判決與其前審法院裁判無視雙方當事人明示委

任之意思，而將該委任契約解釋成承攬契約之理由，在這些裁判

裡並無從得知。雙方當事人既然均以委任之辭句表示出委任之意

思，則並無任何正當理由認為，當事人實則是承攬之真意。況且

在契約解釋的範圍，任何一方當事人之真意亦非關鍵者，而是雙

方當事人之共同意思始為關鍵者。在雙方當事人明示成立委任契

約的情境脈絡下，依誠實信用原則，並無充分理由認為，當事人

這項明示委任的意思實則應是承攬的真意。誠實信用原則並不允

許法官無視雙方當事人共同意思，尤其不允許法官無視當事人明

示之共同意思。準此而論，在最高法院裁判裡，當事人既已將新

藥臨床試驗契約明示約定成委任契約，該新藥臨床試驗契約即且

只能是委任契約37。 

實則最高法院早已意識到，依民法 97 條規定解釋契約的結

果，往往並不適當。例如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第 345 號民事判

                                                       
36 Ebd., Rn. 321. 
37 文獻上亦有強調，當事人就其一致的意思無疑義者，法院並無介入而為補充解

釋之必要。就此，吳從周（2018），〈法律行為解釋、契約解釋與法律解釋—以

民法第 98 條立法溯源與實務運用為中心〉，《中研院法學期刊》，23 期，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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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次按解釋契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

於契約之文字，但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

者，即不得反捨契約文字而更為曲解。且解釋契約，應通觀契約

全文，並參酌交易習慣與衡量誠信原則，加以判斷之。」 

最高法院 108 年台上字第 1023 號民事判決：「又解釋契

約，固須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不能拘泥於契約之文字，但

契約文字業已表示當事人真意，無須別事探求者，即不得反捨契

約文字而更為曲解。且解釋契約，應通觀契約全文，並參酌交易

習慣與衡量誠信原則，加以判斷之。」 

最高法院在這兩則判決裡均以但書的表達方式表明，其對於

解釋契約的基本立場，應依誠實與信用原則與交易習慣解釋契

約，而判決本文表達方式裡的民法第 97 條規定，因此無適用餘

地。由此可見，最高法院上開將當事人明示為委任的新藥臨床試

驗契約解釋成承攬契約，不僅違反其向來解釋契約的基本立場，

亦無視契約解釋的原則，以及違反當事人的明示意思。 

契約定性乃法律適用。依法官知法原則，當事人所主張契約

之定性，並不拘束法官，但這項定性活動之前提乃事實。而事實

主張，並不容法官無視，並非法官職權行使對象。法官在契約定

性之間並不得忽略事實，否則亦是違法裁判。法官應依法裁判。

在契約法裡，當事人共同意思既然至明，或為委任或為承攬之事

實，則法官即不得無視這項至明的共同意思，而作出反於這項事

實之法律適用：即明明是委任事實，卻適用承攬之規定，明明是

承攬事實，卻適用委任之規定。更且如前所述，新藥臨床試驗契

約乃企業經營者與企業經營者間之契約，乃商人與商人間之契

約，其並非如同消費者契約或勞動契約般，一方當事人有規範上

保護之必要，亦即其任一方當事人均無規範上特加保護之必要。

是以法官除應尊重當事人共同的明示意思（事實）之外，在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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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的範圍內，亦不得以有利於任何一方當事人之方式為之 亦

即並不應使一方當事人在契約定性上因此受到優待。 

（二）分期給付與報酬先付 

債務人原即負有一次全部給付之義務，並無一部給付之權利

（民法第 318 條第 1 項本文）38。債務人得債權人同意者，得一

部給付，例如買受人依分期付價約款，得支付一部價金，定作人

依分期給付工程款約款，得支付一部報酬 39。以處理他人事務

（勞務給付）為內容之契約，例如承攬契約或委任契約，當事人

未約定何時支付報酬者，適用報酬後付原則。工程實務上，承攬

契約當事人通常約定報酬先付，以及定作人得一部給付（分期給

付工程款）40。 

在最高法院上開判決（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440 號

民事判決）裡，契約當事人雖約定，依進度一方（受任人）應先

為給付，但得一部給付。但當事人如此排除報酬後付原則適用之

約定（報酬先付之約定），以及允許債權人得一部給付之約定，

這兩項約定不即意味著，系爭契約即承攬契約，亦即並不意味

著，應將該契約解釋為承攬契約。任何以處理他人事務處理為內

容之契約，均可能有這兩項約定，以排除報酬後付原則之適用，

以及允許債務人得一步給付。這兩項約定並非承攬契約之特徵。

當這類契約有這兩項約定時，因此並不必然應將其解釋為承攬契

約。 

                                                       
38 林誠二（2019），《債法總論新解—體系化解說（下）》，二版，頁 472，臺北：

瑞興；邱聰智（2013），《新訂民法債編通則（下）》，二版，頁 324，臺北：自

版；最高法院 23 年上字 224 號民事判例。 
39 林誠二，同前註 26，頁 127-128。 
40 最高法院 106 年台上字第 129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3 年台上字第 541 號民

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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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當事人在新藥臨床試驗契約裡約定報酬先付，以及允

得債務人得一部給付的原因，大抵乃在避免處理他人事務這項勞

務不能被強制執行，以及按事務處理進度給付報酬而已，而非當

事人形式上雖是委任，但實則締約承攬契約之意思。綜上所述，

最高法院在上開判決裡似以新藥臨床試驗契約有這兩項約定，而

將當事人明示的委任契約解釋成承攬契約實有待商榷。 

四、委任契約 

既然新藥臨床試驗契約，並不具有承攬契約的性質，而且如

前所述，法院並不應介入當事人明示的委任意思，而將當事人以

之為委任的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當成承攬契約，則在他人事務處理

的規範體系下，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的定性活動，原則上只能在其

是委任契約的法律解釋適用路徑之上。 

（一）採取委任見解之最高法院裁判 

關於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的性質之問題，最高法院在若干裁判

裡所採的見解並不一致，有以其為委任契約者，亦有以其為承攬

契約。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423 號民事判決41：「依據系

爭試驗委託合約之內容，佳生公司需確實執行符合藥品優良臨床

試驗規範之臨床試驗，並依據該規範與臨床試驗計畫書，監測試

驗流程，並逐一核對、驗證相關資料之一致性，以確保試驗執行

之程序與內容皆符合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與臨床試驗計畫書之

規範，使培力公司得以順利取得新藥品查驗登記許可。培力公司

委託佳生公司檢送由三軍總醫院新陳代謝科郭熙文醫師主持之系

爭新藥品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計畫報告，經衛生署於九十

                                                       
41 同一事件之最高法院歷審裁判，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091 號判決、最

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58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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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以衛署藥字第○九三○三一六六六三號函覆培

力公司因有十一項缺失，故未能同意備查等情，有卷附該函可

憑，並為兩造所不爭執。…佳生公司雖辯稱：培力公司已自行指

派臨床試驗護士參與試驗，自可完全掌握試驗進度與品質，不應

指摘佳生公司違反契約責任云云。惟查系爭臨床試驗係由佳生公

司計劃、執行，並有佳生公司之專案經理、臨床研究專員監督試

驗進度、細節，實不得要求護士負責掌握試驗進度與品質。而臨

床試驗護士係遵照醫師、計畫主持人之指示工作，平時僅負責抽

血、聯絡、協助醫師等細部業務，殊難瞭解試驗全貌及計劃進

度，亦經培力公司一再陳明。茍佳生公司上開所辯屬實，培力公

司何需簽訂合約委託佳生公司執行試驗，並約定由佳生公司每週

提供進度報告之通報義務？足徵所辯顯係卸責之詞，非可採信。

綜上，本件委託合約之目的，乃在於透過佳生公司執行臨床試驗

使培力公司取得新藥查驗登記，契約目的既因可歸責佳生公司之

事由而無法達成，培力公司依法亦於九十四年一月十四日主張解

除系爭試驗委託合約，有卷附存證信函及回執可參，則其請求佳

生公司賠償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洵屬有據…。」 

最高法院在這則判決裡認為：其一，新藥臨床試驗契約，乃

委任契約42；其二，受任人這項委任契約所負事務處理義務的內

容，乃執行符合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之臨床試驗；其三，這項

義務履行之方法，乃依該規範與臨床試驗計畫書，監測試驗流

程，並逐一核對、驗證相關資料之一致性，以確保試驗執行程序

與內容，皆符合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與臨床試驗計畫書；其

四，不能達成契約目的（未能取得新藥查驗登記），乃因可歸責

受任人之事由（違反衛生署頒訂之「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

                                                       
42 文獻上亦以這項契約乃委任契約者，許義明，同前註 29，頁 60。 

110



新藥臨床試驗契約性質之探討—委任或承攬 33 

 

（GCP）達 11 項）；其五，臨床試驗護理師雖為委任人所指

派，但乃受任人事務處理義務之履行輔助人。 

最高法院在這則判決清楚確認，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的內容，

值得肯定。依最高法院在上開判決裡所表示之見解，新藥臨床試

驗契約以臨床試驗為內容，而臨床試驗乃醫療行為。但新藥臨床

試驗契約並不因此成為醫療契約，蓋醫療契約乃提供醫療行為者

與病患所訂定之契約，但新藥臨床試驗契約並非以提供醫療行為

者為一方當事人，並非以病患為他方當事人。新藥臨床試驗契約

固然以醫療行為為內容，但提供醫療行為者，乃依法得進行臨床

試驗之醫療機構，但該醫療機構並非新藥臨床試驗契約之當事

人；接受醫療行為者，乃病患，但該病患並非新藥臨床契約之當

事人。 

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091 號民事判決：「上訴人主

張在臨床試驗計畫中，關於病患之聯繫、追蹤及個案報告之填

寫，均為護士之責任，與伊無關，而護士係由被上訴人聘請掌

控，被上訴人亦與有過失等詞（見原審重上更（一）字卷一○三

～一○四頁）。而本件護士係由被上訴人聘僱，計畫報告係經衛

生署以（病患）違反於約定時間內返診者近 40%，顯然執行與監

控未臻完善或未盡全力等事由，不准備查，復為原審所認定，並

有該署函可稽（見一審卷（一）三○～三一頁）。倘護士確係因

被上訴人之聘僱掌控而屬於被上訴人之使用人，且該護士對於病

患之聯繫、追蹤及個案報告之填寫，與有過失時，上訴人就其應

負之賠償是否不可主張過失相抵？即非無再行研酌之餘地。」 

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091 號民事判決，乃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423 號民事判決將事件發回更審後，當事人復

就更審法院所為判決上訴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所為之判決。最

高法院在這則判決裡認為：其一，受任人不能取得新藥查驗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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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乃不能履行委任事務（給付不能）；其二，臨床試驗護理師

乃委任人之履行輔助人，委任人就其之故意或過失應負同一責

任；其三，臨床試驗護理師就新藥臨床試驗之執行與監控有過

失，致受任人不能取得新藥查驗登記，委任人應與自己之過失負

同一責任，受任人就其對委任人所負之損害賠償責任，因此有過

失相抵之適用。  

（二）藥品優良臨床試驗作業準則與臨床試驗的醫療性質 

最高法院在上開判決裡以系爭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為委任契約

之見解，結論上亦實屬適當。但最高法院在這則判決裡關於債務

不履行之見解，包括債務不履行類型之認定，以及請求損害賠償

之依據，實有若干商榷餘地，將於以下相關處，加以詳細說明。 

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的當事人，乃研發、製造進而販賣新藥之

企業經營者（通常是藥廠）與提供管理新藥臨床試驗，以及取得

新藥查驗登記服務的企業經營者（通常是所謂的醫療科技或管理

公司）。依藥事法第 39 條第 1 項規定，製造、輸入藥品者，應

先申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查驗登記，經核准發給藥品許可證後，

始得製造或輸入。從人體試驗管理辦法第 2 條規定與藥事法第

39 條規定可知，查驗登記與臨床試驗乃兩回事。新藥臨床試驗

契約則將這兩項事務結合，以臨床試驗與提供申請與取得新藥查

驗登記為內容。實務運作上大抵是由新藥臨床試驗契約一方當事

人（委任人；通常是藥廠）另行委任依法得進行臨床試驗之醫療

機構進行臨床試驗。依新藥臨床試驗契約這項委任契約，新藥臨

床試驗契約之他方當事人（受任人）則負有監督、紀錄，甚至管

理這項臨床試驗義務，以及負有申請並取得新藥查驗登記之義

務）。 

依人體試驗管理辦法第 2 條規定，新藥的研發與上市之前

（新藥品於辦理查驗登記前）應經過臨床試驗階段。人體試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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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辦法嚴格規範臨床試驗，臨床試驗基本上受該辦法嚴格控制。

新藥臨床試驗尚受到藥品優良臨床試驗作業準則的規範。綜觀藥

品優良臨床試驗作業準則，其嚴格規範試驗機構與受託研究機構

的新藥臨床試驗活動。臨床試驗的受試者，即病患。進行臨床試

驗者，乃醫事人員與醫療機構。臨床試驗乃醫療行為。失敗的醫

療行為亦是在可以想像之列。加上新藥臨床試驗的受試者人數，

動輒幾百人，數千人、數萬人，甚至可能是跨國、跨洲的受試

者。新藥臨床試驗的失敗可能性，更是在可以想像之列。 

新藥臨床試驗契約以具有醫療性質的臨床試驗的管理為內

容，作為其管理對象的新藥臨床試驗可能失敗，故而相關法律之

解釋適用，包括新藥臨床試驗契約之定性，應適當顧及到新藥臨

床試驗契約這項醫療內容，而不僅不能以其為承攬契約，亦不能

一昧以其為單純的委任契約，醫療契約的相關法理，於新藥臨床

試驗契約亦應有適用餘地。而且依藥品優良臨床試驗作業準則第

43 條規定文義，以及整部準則之規範內容，實並無任何正當理

由認為，新藥臨床試驗與查驗登記契約乃承攬契約。藥品優良臨

床試驗作業準則第 43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明顯以新藥臨床試驗

與查驗登記契約具有委任契約之性質為規範出發點。該準則明顯

意識到新藥臨床試驗契約以管理新藥臨床試驗為內容，自然因此

亦以有醫療性質的新藥臨床試驗為內容。 

德國醫療契約法典型化43於民法典之立法理由說明44：「基

於幾乎無法為人所掌控之人體裡過程的複雜性，對活生生者生物

體的醫療，一般而言，並無法保證給出醫療成果。醫療者因此僅

                                                       
43 關於德國醫療契約法之介紹，侯英泠（2015），〈德國醫療契約債編各論有名契

約化〉，《月旦法學雜誌》，240 期，頁 169-184。 
44 BT-Drucks,, 17/10488, S.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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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有合乎專業的醫療提供義務，原則上並不負有醫療成果之義

務。這原則上亦適用於關於醫療，例如可能以整形手術為內容的

醫 美 的 契 約 （ Wegen der Komplexität der Vorgänge im 

menschlichen Körper, die durch den Menschen kaum beherrschbar 

ist, kann ein Erfolg der Behandlung am lebenden Organismus im 

Allgemeinen nicht garantiert werden. Der Behandelnde wird daher 

lediglich zu einer fachgerechten Vornahme der Behandlung 

verpflichtet, schuldet aber grundsätzlich keinen Behandlungserfolg. 

Dies gilt in der Regel auch für Verträge über Behandlungen, die – 

wie bei einer Schönheitsoperation – einen kosmetischen Eingriff zum 

Gegenstand haben können）。」 

依這段立法理由說明可知，基於醫療具有幾乎無法為人所掌

控的人體裡過程的複雜性，對人體的醫療行為，原則上並無法必

定給出醫療成果。新藥臨床試驗契約既然以具有醫療行為性質的

臨床試驗為內容，則原則上並無任何正當理由將新藥臨床試驗契

約定性為承攬契約，而應將其定性為委任契約（民法第 528 條或

第 529 條），即縱使當事人並未將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約定成委任

契約（例如契約書上並未記載委任），但依民法第 529 條規定，

新藥臨床試驗契約並非僱傭、承攬或其他以他人事務處理為內容

之有名契約者，即應適用民法關於委任之規定。 

從這段立法理由說明明顯可知，德國民法上的醫療契約絕不

具有承攬契約的性質。更有甚者，在德國法上，即便是病患如此

重視預期的醫療成果的醫美契約，原則上亦不具有承攬契約的性

質45。德國法上的醫療契約與醫美契約絕非承攬契約的法律解釋

適用結論更可證明，實更無任何正當理由，將以醫療行為作為主

                                                       
45 侯英泠，同前註 43，頁 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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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內容之一的新藥臨床試驗契約定性為承攬契約，而是更應將其

定性為委任契約。最高法院在上開判決裡以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為

委任契約之見解，雖未詳細說明其如何得出這項定性的法律解釋

適用，但結論上實屬適當。 

肆、給付不能或瑕疵給付？ 

最高法院若干涉及新藥臨床試驗契約裡債務不履行之說明，

包括債務不履行類型，以及債務不履行乃侵害債權之說明，頗有

疑問，乃以下說明的內容。 

一、債務不履行並非侵害債權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423 號民事判決：「依據系爭試

驗委託合約之內容，佳生公司需確實執行符合藥品優良臨床試驗

規範之臨床試驗，並依據該規範與臨床試驗計畫書，監測試驗流

程，並逐一核對、驗證相關資料之一致性，以確保試驗執行之程

序與內容皆符合藥品優良臨床試驗規範與臨床試驗計畫書之規

範，使培力公司得以順利取得新藥品查驗登記許可。培力公司委

託佳生公司檢送由三軍總醫院新陳代謝科郭熙文醫師主持之系爭

新藥品供查驗登記用藥品臨床試驗計畫報告，經衛生署於九十三

年五月二十七日以衛署藥字第○九三○三一六六六三號函覆培力

公司因有十一項缺失，故未能同意備查等情，有卷附該函可憑，

並為兩造所不爭執。…佳生公司雖辯稱：培力公司已自行指派臨

床試驗護士參與試驗，自可完全掌握試驗進度與品質，不應指摘

佳生公司違反契約責任云云。惟查系爭臨床試驗係由佳生公司計

劃、執行，並有佳生公司之專案經理、臨床研究專員監督試驗進

度、細節，實不得要求護士負責掌握試驗進度與品質。而臨床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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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護士係遵照醫師、計畫主持人之指示工作，平時僅負責抽血、

聯絡、協助醫師等細部業務，殊難瞭解試驗全貌及計劃進度，亦

經培力公司一再陳明。茍佳生公司上開所辯屬實，培力公司何需

簽訂合約委託佳生公司執行試驗，並約定由佳生公司每週提供進

度報告之通報義務？足徵所辯顯係卸責之詞，非可採信。綜上，

本件委託合約之目的，乃在於透過佳生公司執行臨床試驗使培力

公司取得新藥查驗登記，契約目的既因可歸責佳生公司之事由而

無法達成，培力公司依法亦於九十四年一月十四日主張解除系爭

試驗委託合約，有卷附存證信函及回執可參，則其請求佳生公司

賠償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洵屬有據…。」 

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091 號民事判決：「按民法第

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所規定之給付不能，係指因可歸責於債務人

之事由，其應為之給付依社會觀念已屬不能（本院二十二年上字

第三一八○號判例參照），致債務人不能依債務本旨實現給付，

亦即債務人應有所為而不能為，而以消極的不給付侵害債權人之

債權，屬於債權的消極侵害；倘債務人已為積極的給付，因可歸

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之內容不符債務本旨，而違反信義與

衡平之原則，債權人因而受有損害者，則為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

第一項所規定之不完全給付，屬於債權的積極侵害，二者其法律

性質、構成要件及規範功能均未盡相同，乃不同之債務不履行類

型…上訴人主張在臨床試驗計畫中，關於病患之聯繫、追蹤及個

案報告之填寫，均為護士之責任，與伊無關，而護士係由被上訴

人聘請掌控，被上訴人亦與有過失等詞（見原審重上更（一）字

卷一○三～一○四頁）。而本件護士係由被上訴人聘僱，計畫報

告係經衛生署以（病患）違反於約定時間內返診者近 40%，顯然

執行與監控未臻完善或未盡全力等事由，不准備查，復為原審所

認定，並有該署函可稽（見一審卷（一）三○～三一頁）。倘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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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確係因被上訴人之聘僱掌控而屬於被上訴人之使用人，且該護

士對於病患之聯繫、追蹤及個案報告之填寫，與有過失時，上訴

人就其應負之賠償是否不可主張過失相抵？即非無再行研酌之餘

地。」 

如前所述，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091 號民事判決，

乃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423 號民事判決將事件發回更審

後，當事人復就更審法院所為判決上訴至最高法院後，最高法院

所為之判決。最高法院在這兩則判決裡認為，受任人不能取得新

藥查驗登記，乃不能履行委任事務（給付不能）；這項給付不能

之原因，乃臨床試驗護理師就新藥臨床試驗之執行與監控有過

失，即病患違反於約定時間內返診者近 40%，新藥臨床試驗之執

行與監控有過失，致受任人不能取得新藥查驗登記；臨床試驗護

理師乃委任人之履行輔助人，委任人就其故意或過失，應與自己

之過失負同一責任。 

最高法院在這兩則判決裡認為，給付不能乃消極侵害債權，

這項見解頗有疑問。並非有所謂積極侵害債權，即因此有消極侵

害債權。文獻上向來並無所謂給付不能與給付遲延乃消極侵害債

權。債務不履行並非侵害債權。最高法院在早期裁判雖有認為債

務不履行乃侵害債權，但債務不履行法乃侵權責任法之特別規

定，例如最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2088 號民事判決即謂46：

「給付遲延與侵權行為，性質上雖屬相同，但因債務人之遲延行

為侵害債權，在民法上既有特別規定，自無關於侵權行為規定之

適用（本院四十三年台上字第六三九號（三）判例參照）。」 

                                                       
46 關於最高法院這則判決之評釋，游進發（2010），〈債務不履行不具民法第一八

四條第一項前段之侵權意義—最高院九七台上二○八八〉，《台灣法學雜誌》，

143 期，頁 20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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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項見解亦頗有疑問，債務不履行原即並無所謂侵害債權

可言，債務不履行與侵權本屬二事，無法相提並論。民法上之過

失概念乃客觀化之過失概念。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所保

護之對象，乃具有社會典型公開性之權利。具有社會典型公開性

之權利，因其公開性故而能被任何人預見，規範上因此能要求加

害人亦應能加以預見具有這項性質之權利；不具有社會典型公開

性之權利，因其不公開性故而不能被任何人預見，加害人因此亦

不能預見其行為將侵害此等權利，當其侵害不具有這項性質之權

利時，即無過失，從而不應使其負過失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

由此可知，社會典型公開性此項要件之限制實源自過失概念。立

法者實欲藉此要件提醒法律適用者：不公開且因此不能被預見之

權利，加害人即便對其造成損害，亦無過失，而不應使其負損害

賠償責任47。 

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半段規定所保護之客體，則擴及利

益。利益不具社會典型公開性，不能被任何人預見，加害人因此

亦無法預見其行為將侵害此等權利或利益，並不成立過失，故而

不應使其負過失損害賠償責任。但倘加害人故意（明知且有意）

侵害利益，則因其以不僅是能預見而已，而是明知且有意加以侵

害，故更應負有損害賠償責任。 

債權不具社會典型公開性，不能被預見，第三人因之也無法

預見其行為將侵害之，從而規範形成上不應使其負過失侵權行為

損害賠償之責。但倘第三人明知且有意侵害債權，則因是超越過

失之程度，亦即故意，故使其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即為正

當。債之關係要非因法律規定，便係因契約而生。因此，規範形

成上便得要求債務人能預見其債務不履行將對債權人造成損害，

                                                       
47 游進發（2011），〈侵權行為立法論之分析〉，《輔仁法學》，42 期，頁 163-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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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能使其負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之責。 

從上開分析說明可知，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半段規定之侵

權概念，與債務不履行概念（同法第 226 條第 1 項、第 227 條第

1 項、第 231 條第 1 項），兩者本質不同。在前者，以保護客體

能被任何人預見為本而展開規範架構。在後者，以保護客體僅能

被債務人預見為本而展開規範設計：僅債務人能債務不履行，第

三人不能債務不履行（從債之相對性亦可導出，債務不履行法這

項結構），僅第三人始可能侵害債權（限於故意），債務人不可

能侵害債權。 

準此而論，最高法院相關判決（包括最高法院上開債務不履

行乃侵害債權，以及上開新藥臨床試驗之判決）並未充分認知

到，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半段規定之侵權與債務不履行概念，

兩者本質不同，以致於以債務不履行具該條規定之侵權意義，而

更認為，債務不履行法為一般侵權行為法之特別法，以及給付不

能與給付遲延乃消極侵害債權，似均不無疑問。 

二、受試者人數收錄不足與病患未於約定時間返診近40% 

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440 號民事判決：「又依上訴

人所提出被上訴人與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台中榮民

總醫院等醫院簽訂之臨床試驗合約書，約定由被上訴人委由各醫

院實施系爭臨床試驗，並約定各醫院預計收錄受試者人數（見同

上卷第 203 至 324 頁），似見有關受試者之收錄、試驗等工作係

由被上訴人委由上開醫院實施。果爾，能否謂「完成 80 位受試

者之延伸試驗」係屬上訴人應完成之工作？被上訴人能否因僅完

成 72 位受試者之收錄而給付上訴人 90%之報酬？尚非無疑。原

審未遑細究，逕依附件三所載，謂上訴人未完成第 11 期全部工

作，不得請求全部報酬云云，未免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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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在這則判決裡並未指出，未完成 80 位人數受試者

之收錄與試驗，進而無法取得新藥查驗登記，乃給付不能或瑕疵

補正不能。但這項債務不履行類型性質的區別，涉及正確法律適

用，縱使法律適用上結論相同，仍應嚴格加以區別。 

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091 號民事判決：「按民法第

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所規定之給付不能，係指因可歸責於債務人

之事由，其應為之給付依社會觀念已屬不能（本院二十二年上字

第三一八○號判例參照），致債務人不能依債務本旨實現給付，

亦即債務人應有所為而不能為，而以消極的不給付侵害債權人之

債權，屬於債權的消極侵害；倘債務人已為積極的給付，因可歸

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之內容不符債務本旨，而違反信義與

衡平之原則，債權人因而受有損害者，則為民法第二百二十七條

第一項所規定之不完全給付，屬於債權的積極侵害，二者其法律

性質、構成要件及規範功能均未盡相同，乃不同之債務不履行類

型。本件兩造簽訂系爭合約，由被上訴人委託上訴人從事系爭新

藥之臨床試驗，上訴人已交付系爭新藥計畫報告，惟因該項計畫

報告具有缺失，遭衛生署不准備查，既為原審認定之事實，則上

訴人已依系爭合約提出給付，雖其給付不符合債務本旨，究與應

有所為而不能為，而以消極的不給付侵害被上訴人債權之情形不

同，自非依社會觀念已屬不能之給付不能可比。」 

最高法院在這則判決裡以無法取得新藥查驗登記成立瑕疵補

正不能。無法取得新藥查驗登記的原因，乃病患違反於約定時間

內返診者近 40%，亦即受任人所為的新藥臨床試驗之管理有瑕

疵。 

德國民法第 434 條第 3 項規定：「出賣人交付他物或數量不

足之物者等同物之瑕疵（Einem Sachmangel steht es gleich, wenn 

der Verkäufer eine andere Sache oder eine zu geringe Me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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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efert）」。這條項規定亦明白指出，數量不足的物之交付乃買

賣標的物之物之瑕疵48。至於這項等同思維，是否亦應援用於債

務不履行法，亦即數量不足的給付是否亦構成瑕疵給付，則頗有

爭論49：有認為數量不足的給付僅成立一部給付，應依一部給付

之規定；亦有認為數量不足仍構成瑕疵給付。關於這項爭論，在

此間礙於題旨限制，並不作任何說明。在勞務給付（他人事務處

理）為內容的契約，德國文獻上一致以數量不足的給付構成瑕疵

給付，例如勞工乃收銀員，當天收銀短少若干元，文獻上稱這項

責任為勞工的短少責任（Mankohaftung）50。 

最高法院在以財貨移轉為內容的契約裡，例如買賣契約，向

來以數量不足的給付為買賣標的物之物之瑕疵與瑕疵給付51。新

藥臨床試驗契約裡，受試者人數收錄不足，以及病患未在約定時

間內返診近 40%人數，均應成立監督或執行義務的瑕疵給付：若

不能補正這項瑕疵，例如收錄期限已屆至，例如約定返診時間經

過，則當然亦無法取得新藥查驗登記；若能補正瑕疵且無其他違

約（債務不履行），則理應非常可能取得新藥查驗登記。無法取

得新藥查驗登記的原因非常多，並不僅止於受試者收錄人數不

足，或病患未於約定時間內返診近 40%人數這項瑕疵給付一端。 

                                                       
48 Westermann, in: Säcker/ Rixecker/ Oetker,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 8. 

Aufl., 2019, § 434, Rn. 47. 
49  關 於 這 項 爭 論 ， Westermann, Ebd., § 434, Rn. 48; Peter A. Windel, 

Mankoleistungen im modernisierten Schuldrecht, Jura 2003, S. 793, 796 f.. Stephan 
Lorenz, Zur Abgrenzung von Teilleistung, teilweiser Unmöglichkeit und teilweiser 
Schlechtleistung im neuen Schuldrecht, NJW 2003, S. 3097, 3098. 

50 BAG, NZA 1999, 141 = NJW 1999, 1049; Wolfgang Däubler, Die Auswirkungen der 
Schuldrechtsmodernisierung auf das Arbeitsrecht, NZA 2001, S. 1329, 1331; Wolf-
Dietrich Walker, Die eingeschränkte Haftung des Arbeitnehmers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Schuldrechtsmodernisierung, JuS 2002, 736, 740.  

51 例如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2693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2443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366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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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受任人攸關緊要的違約行為者，不僅只是無法取

得查驗登記而已，不僅只是新藥臨床試驗監督或執行的瑕疵而

已，而是因這項瑕疵所造成的不能取得查驗登記（瑕疵補正不

能）。與這項瑕疵補正不能類似的例子，例如承租人違反租賃物保

管義務（瑕疵補正不能），導致租賃物毀損滅失，以至於租賃物返

還不能，例如承攬工作有瑕疵，而這項瑕疵導致不能完成工作（瑕

疵補正不能）。在此間重點應是違反租賃物保管義務所造成的不能

返還租賃物（不能補正之瑕疵給付），而非只是租賃物返還不能，

或只是違反租賃物保管義務；應是違反瑕疵工作所造成的不能完成

工作，而非只是不能完成工作，或只是工作有瑕疵。 

最高法院在上開關於新藥臨床試驗契約兩則判決裡，以因受

試者收錄人數不足（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440 號民事判

決），以及以病患未於約定時間內返診近 40%人數（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2091 號民事判決）所致的無法取得新藥查驗

登記為瑕疵補正不能，其亦可以成為勞務契約瑕疵補正不能的經

典案例之一。 

伍、結論 

依私法自治與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得將新藥臨床試驗契約

定性為委任契約或承攬契約。當事人將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約定成

委任契約者，法官並不得將其解釋成承攬契約。當事人將新藥臨

床試驗契約約定成承攬契約者，法官亦不得將其解釋成委任契

約。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2440 號民事判決即明顯無視當

事人明示的委任意思，而將當事人明示的委任契約（民法第 528

條）解釋成承攬契約，這項契約解釋活動完全不尊重當事人意

思，頗有疑問。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的雙方當事人均是商人，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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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經營者。基於這兩項性質，法官即不應介入，亦即應尊重當

事人新藥臨床試驗契約乃委任契約的明示意思，而非硬是將其解

釋成承攬契約。 

更有甚者，新藥臨床試驗契約以具有醫療性質的臨床試驗為

內容。醫療的對象即人體具有複雜性，醫療行為具有專業所不能

預測、控制的性質，並無法期待發生預期的醫療成果。以醫療為

內容的契約，性質上即不容許將其解釋為承攬契約。此由德國法

上甚至連醫美契約亦非承攬契約，即可見一斑。最高法院在上開

判決裡將當事人明示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為承攬契約的契約解釋活

動，亦明顯忽略新藥臨床試驗契約這項內容，實有待商榷。 

分期支付報酬與報酬先付，並非是承攬契約獨有的特徵，在

任何以他人事務處理為內容的契約（勞務契約）裡均可能有這兩

項約定。縱使當事人在新藥臨床試驗契約裡約定分期支付報酬與

報酬先付，但法官亦不應將當事人明示以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為委

任契約的意思，解釋成承攬契約。  

當事人並未定性新藥臨床試驗契約之性質者，則法官應依誠

實與信用原則與交易習慣，解釋該契約之性質。若該新藥臨床試

驗契約並非例如承攬、僱傭或其他以他人事務處理為內容之有名

契約，則依民法第 529 條規定，該契約即委任契約，應適用關於

委任契約之規定。新藥臨床試驗契約以具有醫療性質的臨床試驗

為內容。這項委任契約解釋結果，亦符合相應新藥臨床試驗契約

之內容，即具有醫療性質的臨床試驗。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當事人

均為商人、企業經營者。新藥臨床試驗契約的這項委任契約解釋

結果，亦符合相應新藥臨床試驗契約這兩項性質。 

在以他人事務處理為內容的契約之情形，數量不足的給付不

僅構成物之瑕疵，亦構成瑕疵給付。在新藥臨床試驗契約，受試

者人數收錄不足，以及病患未於約定時間內返診近 40%，均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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瑕疵給付，而且依案例事實，亦非常可能是不能補正之瑕疵給

付。這項新藥臨床試驗契約裡的債務不履行類型的理解，始更能

凸顯或正視受任人更攸關緊要的違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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