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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想當年有幸參加兩岸法學學術研討會破

冰之旅，未幾，即因緣際會，得以東吳大學帶職教席之身，負笈北

上，入中國政法大學之門，敬受江平恩師之指導教誨，而榮獲民商

法學博士學位。從此益加致力東吳母校有關兩岸民法教學研究及促

進兩岸法學交流合作工作，期使彼此相互了解而有助於兩岸關係之

和平發展。2001年奉命在法學院籌設迄仍台灣唯一專門研修中國大

陸法律的碩士在職專班，推廣研習大陸法制，培育熟諳兩岸法律事

務之精英人才。其中尤值一提者，乃以東吳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共

同主辦之兩岸民法典學術研討會之常設性平台，更為大陸民法典之

孕育與催生奉獻心力。 

於今欣見一部凝聚中國人智慧結晶的大陸民法典甫於2020年5月
28日制定公布，並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綜覽其立法特色，有順

應時代潮流與中國固有國情者，有擷取借鑑歐美及台灣法制之所長

者，亦有其獨見而創獲者。有鑑於民法典規定內容與之前的合同法

等單行法有所增減異同，而民法施行之日即為新舊法規更替之時，

凡所用法立論，要必出陳布新，俾免昨是今非之謬誤。又，其中仿

傚歐美、台灣立法例者，或為避免條文龐雜過鉅，祗就有關民事事

項作出簡要之規定而有掛漏，難以引為全面處理相關民事糾紛之法

源依據，而有待日後學術或實務上解釋論之發展。就此著力法制溯

源，相互比較，以為彼此借鑑或補充其立法欠缺之參考，即相形重

要。再者，觀諸大陸民法既未定有債法專編，自亦無債法通則，而

祗制頒合同編、侵權責任編二編，調整因合同、無因管理、不當得

利、侵權行為產生的債之關係；另因其餘物權、人格權、婚姻家

庭、繼承各編及其他法律規定產生的特殊債之關係，則依各該法律

規定予以調整。於發生無法可據的法律漏洞時，則搭配總則編及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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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適用或參照適用合同編通則或者合同編之一般規定，以完成規律

「債之關係」的債法拼圖，可謂用心良苦，極盡完善債法法制之能

事。惟民法制頒後，如何精準的適用債法法源以解決各形各色的債

之權義事項問題，亦勢必有賴爾後學術或司法實務之發展，透過解

釋論予以闡明完善，俾臻周全。就此涉及「債之關係」法源論之論

題研析尤屬當務之急。 

綜上考量，著者以一長期從事兩岸民法教學研究及法律實務工

作者之地位，綜合梳理民法典各編之相關規定，思索由於合同、侵

權行為、無因管理、不當得利及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原因，而產生

債權債務關係之爭議事件時，如何以合同編第一分編通則、第三分

編準合同為中心，模擬整合作出民事債法總論之論著，俾供兩岸教

學研究及司法實務之參考，用示分享，及不改長年投入此一兩岸民

法學領域之初衷。雖或力有未逮者，然仍本諸「誠惶恐也，惟盡力

耳」之心態，勉力而為。撰述過程諸多參採兩岸學者專家江平、  

孫森焱、王澤鑑、林誠二、邱聰智、王利明、崔建遠、房紹坤、  

王軼、楊立新、譚啟平、李永軍、韓世遠、魏振灜、王家福、  

董開軍、高富平、陳小君、蘇號朋、王竹、姚歡慶、岳業鵬、  

沈樂平、張南鳴等教授論著之寶貴見解，受益良多，於此謹致謝

忱。本書係於授課及執行律務餘暇，急就草成，未遑推敲，間有私

見，掛漏謬誤之處，在所難免，除敬祈法學先進不吝賜正外，苟能

有助於兩岸債法教學研究或供作司法實務上之參考，則幸莫大焉

矣。本書承內子鄭秀鸞之關懷支持，小犬喬雍、喬詮之提供寶貴意

見與協助校對文稿，助理林怡君小姐幫忙繕打，元照出版公司規劃

本書之出版事宜，均付出心力，特此附記，以表謝意。 

黃陽壽 
西元2020年12月1日 

序於秀岡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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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國大陸債法總說 

第一節  民法調整民事關係之整體架構概述 
一部匯集中國人智慧結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大陸

民法或民法）甫於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

議審議通過，同日公布，並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計分第一編總則

（自第1條至第204條）、第二編物權（自第205條至第462條）、第三編

合同（自第463條至第988條）、第四編人格權（自第989條至第1039
條）、第五編婚姻家庭（自第1040條至第1118條）、第六編繼承（自第

1119條至第1163條）、第七編侵權責任（自第1164條至第1258條）等七

編，連同附則（自第1259條至第1260條），共1,260條。依民法第1260
條規定，本法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

民共和國收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

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同時廢止。按民法之制定係為了保

護民事主體的合法權益，調整民事關係，維護社會和經濟秩序，適應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要目的（民法

第1條），並以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人身

關係和財產關係為其對象（民法第2條）。 
民法調整對象的民事關係，分為人身關係和財產關係兩大部分，人

身關係主要分為人格權與身分權兩部分，民法第四編人格權係調整因人

格權的享有和保護產生的民事關係（民法第989條）、第五編婚姻家庭

係調整因婚姻家庭產生的民事關係（民法第1040條）、第六編繼承係調

整因繼承產生的民事關係（民法第1119條），均涉及有關人身關係之規

範。而財產關係可大別為物權與債權關係。物權是直接管領物的權利，

以能夠滿足吾人生活需要的物質為對象。債權則為交換或分配此物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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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關係。綜覽大陸民法各編，針對財產的法律關係中之物權關係，雖

於第二編著有「物權」專編以調整因物的歸屬和利用產生的民事關係

（民法第205條），惟就債之關係並未見其形式上仿傚大陸法系立法

例，於民法中訂有名為「債」或「債權」之專編，或者另訂「債務」專

法，以為債之關係的準據。而在立法體例上又參採英美法系之債法制

度，將債之發生原因區分歸類為契約即合同（contract）與侵權行為

（torts）兩大類型，分別依「合同法」與「侵權行為法」之法則予以處

理，雖大陸民法第118條同採大陸法系所採認的五種債之發生的原因，

其中除法律的其他規定而發生者外，其餘四種債之發生原因產生的債之

關係，於民法中亦祗制定第三編合同與第七編侵權責任二編以資調整。

析言之，即關於侵權行為產生之債，適用侵權責任編予以規律。關於典

型或非典型合同產生之債，適用或參照適用合同編第一分編通則、第二

分編典型合同的有關規定；關於「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之法律關

係，又以準合同（Quasi Contract）視之，適用合同編第三分編準合同之

規定。此外，依大陸民法第464條、第468條規定，關於非因合同產生的

債權債務關係或因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分關係的協議產生的債權

債務關係，適用有關該債權債務關係的法律規定，沒有規定的，則適用

或參照適用合同編通則或合同編有關規定，以為確定其權義事項之依

據。斯乃民法調整民事關係整體架構之梗概。又，有鑒於海峽兩岸四地

之台灣、大陸暨香港、澳門目前分屬不同的法域，法制規範各有異同，

本書擬在不涉意識形態，且稱謂允宜簡妥之思量下，將各地區之法規依

序冠以慣常之「台灣」、「大陸」、「香港」、「澳門」稱之，如未特

別冠以地區名稱者，則指大陸法規而言，於此先予敘明。 

第二節  民法關於調整債之關係的立法體例 
壹、關於債權的概念和發生原因，民法第118條規定：「Ⅰ民事主

體依法享有債權。Ⅱ債權是因合同、侵權行為、無因管理、不當得利以

及法律的其他規定，權利人請求特定義務人為或者不為一定行為的權

利。」而從民法或者因民法施行而同時廢止的合同法、侵權責任法之立

法過程及法制溯源以觀，可知中國大陸關於調整債之關係之立法除適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外，並有意順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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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兩大法系融合的世界趨勢，吸收英美法中的合理經

驗，俾其體系的開放性、完整性，實用性更具合理性，針對法制借鑑以

觀，如謂其係繼受大陸法系債法立法例為主，繼受英美法系契約法、侵

權行為法之立法例為輔，予以截長補短之產物，要不為過。 
貳、中國大陸因為債法法制發展所採立法模式之特殊性，最後導致

民法就債法規範部分之編排體例上，亦較為特別者，係於總則編第五章

民事權利其中之上揭第118條規定債權的概念和發生原因，於第119條規

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對當事人具有法律約束力。」之合同的約束

力，於第120條規定：「民事權益受到侵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侵權

人承擔侵權責任。」的侵權行為之債，於第121條規定：「沒有法定的

或者約定的義務，為避免他人利益受損失而進行管理的人，有權請求受

益人償還由此支出的必要費用。」的無因管理之債，於第122條規定：

「因他人沒有法律根據，取得不當利益，受損失的人有權請求其返還不

當利益。」的不當得利之債，以及第118條第2款所定法律規定的其他特

殊之債。並訂有第10條：「處理民事糾紛，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

定的，可以適用習慣，但是不得違背公序良俗。」的民法法源及其適用

之順序，第11條：「其他法律對民事關係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

定。」的特別法優先適用之基本規定。 
中國大陸民法除了上揭總則編有關債權概念及債之關係發生原因基

本架構、民事關係法源適用之原則性規定外，並就因侵權行為所發生債

之關係的權義事項，於第七編侵權責任編作出詳細具體之規定。另對因

合同所發生債之關係的權義事項，則於第三編合同編分就第一分編通則

（第一章一般規定、第二章合同的訂立、第三章合同的效力、第四章合

同的履行、第五章合同的保全、第六章合同的變更和轉讓、第七章合同

的權利義務終止、第八章違約責任），第二分編典型合同（第九章買賣

合同、第十章供用電、水、氣、熱力合同、第十一章贈與合同、第十二

章借款合同、第十三章保證合同、第十四章租賃合同、第十五章融資租

賃合同、第十六章保理合同、第十七章承攬合同、第十八章建設工程合

同、第十九章運輸合同、第二十章技術合同、第二十一章保管合同、第

二十二章倉儲合同、第二十三章委託合同、第二十四章物業服務合同、

第二十五章行紀合同、第二十六章仲介合同、第二十七章合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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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分編準合同（第二十八章無因管理、第二十九章不當得利），作出

詳細具體之規定。且顧慮規律無名合同所生債之關係的法律欠缺，乃於

第一分編通則第一章一般規定其中之第467條第1款作出：「本法或者其

他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合同，適用本編通則的規定，並可以參照適用本

編典型合同或者其他法律最相類似合同的規定。」規定，藉資補充。 
又有鑒於其他非因合同產生的債權債務關係，亦可能發生法律欠

缺，無法可據之情形，乃於第468條作出：「非因合同產生的債權債務

關係，適用有關該債權債務關係的法律規定；沒有規定的，適用本編通

則的有關規定，但是根據其性質不能適用的除外。」規定，以資填補其

漏洞。此外，甚至於第一分編通則及第二分編典型合同中尚且依序作出

諸如第464條第2款：「婚姻、收養、監護等有關身份關係的協議，適用

有關該身份關係的法律規定；沒有規定的，可以根據其性質參照適用本

編規定。」、第508條：「本編對合同的效力沒有規定的，適用本法第

一編第六章的有關規定。」、第646條：「法律對其他有償合同有規定

的，依照其規定；沒有規定的，參照適用買賣合同的有關規定。」、第

647條：「當事人約定易貨交易，轉移標的物的所有權的，參照適用買

賣合同的有關規定。」、第656條：「供用水、供用氣、供用熱力合

同，參照適用供用電合同的有關規定。」、第690條第2款：「最高額保

證合同除適用本章規定外，參照適用本法第二編最高額抵押權的有關規

定。」、第769條：「本章（保理合同）沒有規定的，適用本編第六章

債權轉讓的有關規定。」、第808條：「本章（建設工程合同）沒有規

定的，適用承攬合同的有關規定。」、第824條第2款規定：「旅客託運

的行李毀損、滅失的，適用貨物運輸的有關規定。」、第918條：「本

章（倉儲合同）沒有規定的，適用保管合同的有關規定。」、第960
條：「本章（行紀合同）沒有規定的，參照適用委託合同的有關規

定。」、第966條：「本章（仲介合同）沒有規定的，參照適用委託合

同的有關規定。」等適用或參照適用之規定，庶得防免或減少法律欠缺

情形之發生。 
參、綜觀大陸民法因未定有債法專編，而祗制頒合同編、侵權責任

編二編，搭配總則編及上揭大量適用或參照適用之補充規定，以完成規

律「債之關係」之債法拼圖，可謂用心良苦，極盡完善債法法制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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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惟民法制頒後，如何精準的適用債法法源以解決各形各色的債之權

義事項問題，勢必有賴日後學術或司法實踐之發展，透過解釋論予以闡

明完善，俾臻周全。就此涉及「債之關係」法源論之論題研析即相形切

要，容後於本論第一章一般規定第四節「合同編調整民事債之關係的法

源地位與其適用之原則」詳述之。又本書係著力扼要整合民法總則等各

編，撰述中國大陸債法總論――以民法典合同編「通則」和「準合同」

分編為中心，而於本論第一章至第八章針對第一分編「通則」，於本論

第九章至第十章針對「準合同」予以論述，至於第二分編典型合同則容

後另行出書撰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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