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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民法總則 

第一節  概說 

人類的現實生活，是由每天不斷發生的諸多事實組合而成，其中包

括人的行為及行為以外的事實，但並非所有的事實都具有法律上的意

義，僅有能夠與權利及義務相關連的事實，始有必要由法律加以規範，

此些事實通稱為法律事實。因此月落烏啼、風起雲湧、吃飯、洗澡、穿

衣、聊天、睡眠等事實，非屬法律所欲規範的對象，即非屬法律事實。

法律所欲規範之法律事實可區分為： 

1. 不須經由人的行為所發生者，如人之出生死亡、果實落地等自然

事件，與成年、時間經過等自然狀態。 

2. 須經由人的行為所發生者，又稱為法律上行為（Rechts-

handlung），其可再區分為法律所容許之適法行為（合法行為）與法律

所不容許之違法行為（不法行為）。適法行為可再區分為法律行為

（Rechtsgeschäft）1
及準法律行為（geschäftsähnliche Handlungen），準法

律行為包括意思通知、觀念通知與感情表示；違法行為則包括債務不履

行及侵權行為。 

法律行為雖僅為法律事實中的一部分，但在整個私法關係中，卻扮

演著極重要角色，民事法律關係之得喪變更，幾乎都與法律行為相關。

所謂法律行為，係以意思表示為要素，根據當事人的意思表示，能夠發

生私法上效果的行為。行為人須將其內心希望發生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

達於外，法律之規定乃依其意思表示而賦予相符合之法律效果。 

                                                      
 1  法律行為與意思表示之概念於 18 世紀始形成，堪稱係法學上偉大貢獻，尤其在 1807 年德國哥

廷根大學（Georg-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法學教授 Georg Arnold Heise 在其講座教材

Grundgriß eines Systems des gemeinen Zivilrechts zum Beruf von Pandekten-Vorlesungen, 1. Aufl. 
1807，將行為（Handlungen）及法律行為（Rechtsgeschäfte）編入其目錄後，法律行為遂正式成

為德國法學文獻之共同概念，詳細內容可參考 Flume,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II, 4. 
Aufl. 1992, §2 4, S. 28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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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常見的法律行為—物之買賣契約為例，其法律上效果，乃買

受人依據民法第 367 條規定，對於出賣人負有支付約定價金之義務，而

出賣人有依此規定請求買受人支付約定價金的權利；同時出賣人依據民

法第 348條第 1項之規定，對於買受人有交付其物與買受人，並使其取

得該物所有權之義務，而買受人則有請求出賣人交付買賣標的物及移轉

買賣標的物所有權之權利。此一權利與義務關係的發生，實乃基於出賣

人與買受人間關於買賣契約的合意，買受人以此表示願以價金給付換取

買賣標的物，出賣人以此表示願以買賣標的物換取價金給付，民法第

348 條第 1 項及第 367 條之規定僅係根據該當事人間財產權與價金交換

的合意，賦予其法律上效果
2
。買賣契約當事人雙方對於財產權與價金

交換的合意，決定了買賣關係的權利與義務關係，法律僅係根據當事人

之意思而賦予其該當之法律效果，此即私法自治所代表的意義。因此，

                                                      
 2  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2009 年 8 月版，405 頁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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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行為」乃法律專有名詞，有其特殊的意義與內容，並非所有法律

上的行為，都可稱之為法律行為。此外，法律行為應與事實行為

（Realakte）有所區別，行為人無須將其內心之意思表達於外，雖其所

為之行為僅引起事實上之效果，而無關乎其內心之意思，但法律上仍依

據該行為而賦予一定之法律效果者，即為事實行為，其為合法者如無主

物之先占（ §802）、埋藏物之發現（ §808），不法者如侵權行為

（§184）。行為人為事實行為雖須具有事實行為意識（ tatsächliche 

Wille），但不涉及行為人的內心意思表示，與法律行為之性質完全不

同，因而關於法律行為之規定，無類推適用之餘地
3
。 

 

 

 

 

                                                      
 3  劉得寬，民法總則，1996 年 6 月版，184 頁；洪遜欣，中國民法總則，1992 年 10 月版，241 頁

註 5；Larenz/Wolf,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 9. Aufl. 2004, §22 III, Rn. 20 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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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法律行為之種類 

法律行為可依不同之區別標準，而有下述不同之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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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獨行為、雙方行為與共同行為 

（一）意義 

法律行為依其是否可由當事人一方之意思表示即可發生效力，而區

分為單獨行為（ einseitige Rechtsgeschäfte）、雙方行為（ zweiseitige 

Rechtsgeschäfte）與共同行為（Beschlüsse）： 

1. 單獨行為 

所謂單獨行為，乃當事人單方意思表示即可發生效力之法律行為，

又可區分為須直接對相對人表示始可發生效力之有相對人的單獨行為，

例如承認（§79）、撤銷權（§92）、解除權（§258）之行使、債務之免除

（§343）4
等，以及無須對相對人表示，即可發生效力之無相對人的單

獨行為，例如書立遺囑（§1190）等。 

2. 雙方行為 

法律行為須當事人雙方意思表示合致，始能成立者，稱為雙方行

為，例如契約（§153）。雙方行為通常為 2 人的契約行為，但並不以此

為限，亦有 2 人以上締結之契約，例如合夥，即係由 2 人以上共同出

資，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667）。至於契約之分類，多與法律行為之

分類相似，於此不再重複介紹，較特殊者則為單務契約與雙務契約，前

者乃指僅當事人一方負義務，他方不負對待給付義務之契約，如贈與契

約、使用借貸契約、消費借貸契約
5
等；後者則為當事人雙方互負義

                                                      
 4  德國民法第 397 條規定免除為契約，而非單獨行為，且通說認其亦為處分行為，有無因性原則之

適用，MüKoBGB/Schlüter, 8. Aufl. 2019, §397, Rn. 6，可參考，鄭冠宇，民法債編總論，2019 年 8
月三版，443 及次頁。 

 5  使用借貸及消費借貸契約係屬要物契約，僅借用人一方負有返還借用物之義務，貸與人雖有容忍

借用人使用借用物之義務，但該義務並非與借用人之義務互為對價，與雙務契約不同，因此有認

為其仍屬單務契約，或又可稱為非真正雙務契約。雙務契約必為有償契約，但有償契約不必為雙

務契約。無償契約必為單務契約，但單務契約不必為無償契約，例如附利息之消費借貸為有償之

單務契約。詳細內容尚可參考，林誠二，債法總論新解（上），2012 年 10 月版，77 及次頁；孫

森焱，民法債編總論（上），2020 年 4 月版，41 頁以下；鄭冠宇，民法債編總論，201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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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其義務間彼此具有對價之契約，例如買賣契約、租賃契約等。此

外，雙務契約有同時履行抗辯（§264）、危險負擔（§266）以及契約解

除後當事人雙方互負回復原狀之義務（§259）等問題。 

3. 共同行為 

所謂共同行為，乃當事人多方意思表示一致，始能成立的法律行

為，例如社團總會的決議（§52）、共有物分割的決定（§826 之 1）等，

其與契約行為的區別在於，契約當事人雙方的合意係對立的合致，而共

同行為則屬於平行的一致。 

（二）區別實益 

區別此些法律行為的實益，在於雙方行為須為雙方的合致，始能成

立，而共同行為僅須具備一定人數之一致合意，即可成立。此外，限制

行為能力人未經法定代理人允許，所為之單獨行為
6
，無效（§78）。所

為之雙方行為及共同行為，須經法定代理人事後承認，始生效力

（§79）。 

二、財產行為與身分行為 

（一）意義 

法律行為能夠發生財產法上之效果者，稱為財產行為（vermögens-

rechtliche Rechtsgeschäfte），而能夠發生身分法上效果之法律行為，則

稱為身分行為（personenrechtliche Rechtsgeschäfte）。財產行為可分為

1. 債權行為：乃產生債權債務關係之法律行為，例如買賣契約發生效力

（§345 II）後，僅在出賣人及買受人間產生債權與債務關係（§§348、

367）、租賃契約僅使得出租人與承租人互負義務而已（§421），而民法
                                                      

三版，43 頁以下。 
 6  契約乃當事人雙方意思表示構成之法律行為，為一綜合體，由要約及承諾之意思表示合致而發生

法律行為效力，因此限制行為能力人未經法定代理人事前允許所為之要約或承諾的意思表示，乃

形成契約之法律行為的一部分，並非單獨行為，自非依民法第 78 條之規定而為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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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編第二章各節所規定之各種契約，亦具有相類似之內容；2. 物權行

為：乃直接使得物權發生變動的法律行為，例如所有權移轉、拋棄

（§§758、761）、抵押權設定（§860）等物權得喪變更之法律行為；

3. 準物權行為：乃直接使得物權以外之權利發生變動的法律行為，其具

有與物權行為般之效力，例如債權讓與（§294）、債務承擔（§300）等

法律行為。身分行為可分為 1. 親屬行為：指發生親屬法上效果之行

為，如結婚（§982）、收養（§1072）等；2. 繼承行為：指發生繼承法上

效果之行為，如繼承權之拋棄（§1174）、書立遺囑（§1190）等行為。 

（二）區別實益 

財產行為通常不具有專屬性，得為讓與或繼承，且得由代理人代為

行為。然若身分行為係以財產利益為目的，亦具有財產行為之性質，例

如訂立夫妻財產制契約、扶養費請求權等，通稱為身分的財產行為
7
。

至於純粹的身分行為，具有公益性及不可強制履行性，含有高度倫理及

人格色彩的一身專屬之特性，不得讓與或繼承，且應尊重當事人之意

思，不能由代理人代為行為，更不應輕易使其無效，以免損及當事人及

與當事人交易之第三人權益，例如意思表示若係在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

所為者，本應為無效（§75），然若當事人之一方，於結婚時係在無意識

或精神錯亂中者，其婚姻並非無效，而僅得於常態回復後 6 個月內，向

法院請求撤銷（§996），且婚姻撤銷之效力不應溯及既往（§998）。 

三、要式行為與不要式行為 

（一）意義 

法律行為須以一定方式始能成立者，為要式行為（formbedürftige 

Rechtsgeschäfte），可分為法定要式行為及意定要式行為。前者如不動產

物權之得喪變更，須以書面為之（§758 II）；結婚應以書面為之，有 2

                                                      
 7  許澍林，親屬法新論，2010 年 9 月版，4 頁以下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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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上證人之簽名，並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

（§982）。後者乃出於私法自治，當事人可依其需求，尤其是出於證據

的保存，各自約定所需的行為方式。法律行為若無法律特別規定其方式

者，通常均為不要式行為（formlose Rechtsgeschäfte），立法者僅在認為

對於當事人有保護之必要時，始規定須為一定之方式，其寓有保護及警

告作用，使當事人於行為時能小心慎重。 

（二）區別實益 

法定要式行為，不依法定方式者，無效。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73），例如不動產所有權之得喪變更，未以書面為之者，應為無

效，但不動產之租賃契約，其期限逾 1 年者，應以字據訂立之，乃屬法

定要式行為，其未以字據訂立者，並非無效，依第 422 條之規定，而應

視為不定期限之租賃
8
。 

至於意定要式行為，依民法第 166 條規定：「契約當事人約定其契

約須用一定方式者，在該方式未完成前，推定其契約不成立。」所謂推

定，乃得以反證推翻，亦即當事人締結契約若違反意定方式者，該法律

行為並非當然無效，當事人得以反證主張其契約仍為成立。因此主張約

定要式之目的僅在於證據保全，縱未遵守約定方式，並無影響當事人關

於證據方面之權益，其約定之違反應與法律行為之效力無關，例如當事

人若約定「書面通知應以掛號方式郵遞」，通常均係為證據之保全。然

若契約約定「每年訂立租賃附強制執行契約公證始生效」，顯係重在得

依所附強制執行約款，以保障其出租人之權益（公證法 §13 參照），並

非單純以保全證據為目的，自應認其契約須待上開約定方式完成，始行

成立
9
。 

                                                      
 8  依土地法第 100 條之規定，不定期限之房屋租賃，出租人欲終止租約、收回房屋，須有該條所規

定之法定事由，始得為之。 
 9  最高法院 82 年度台上字第 415 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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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物行為與不要物行為 

（一）意義 

法律行為須為一定之物交付始能成立者，稱為要物行為，又稱為踐

成行為（Realrechtsgeschäfte），例如使用借貸契約（§464）、消費借貸契

約（§474 I）、寄託契約（§589）、押租金契約10
、信託契約

11
等。要物行

為有其特殊之歷史背景，可回溯至羅馬法時代對於無償行為所為之特別

安排，目的在使得縱然已為約定的行為人，在標的物未為交付前，仍得

主張法律行為尚未成立，而不受約定之拘束
12
，其意義已與現今之生活

方式並不相當
13
。法律行為原則上均為不要物行為，僅須當事人雙方合

意後，即對彼此發生拘束力，又稱為諾成行為（Konsensualrechts-

geschäfte）。 

（二）區別實益 

要物行為須經物之交付，始能成立，縱當事人間已互相為合意，仍

不發生效力，例如當事人間已有消費借貸之口頭合意或書面開立借貸契

約，但貸與人在尚未將借貸物交付借用人前，該項合意對其並不發生拘

束力
14
。因此，貸與人欲請求借用人返還所借貸之金錢者，倘證據不足

以推知貸與人已交付借款，且借用人亦始終否認貸與人曾交付借款，貸

                                                      
10  最高法院 65 年台上字第 156 號民事判例。 
11  通說之見解，參考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2314 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500

號民事判決。 
12  訂立無償契約而負義務之人，乃犧牲奉獻之人，應心甘情願，勉強不得，與此目的相符合者，例

如贈與契約發生效力後，贈與物之權利尚未移轉前，贈與人得隨時撤銷其贈與（§408）。 
13  德國 2002 年債法修正時，已將原本民法第 607 條關於消費借貸及使用借貸為要物契約之規定，

改為諾成契約，並將消費借貸契約規定於民法第 488 條，且為符合現代經濟活動，而以具有償性

之附利息消費借貸為原則性規定。 
14  民間實務上向金融業者為融資，均須在借貸之款項撥付前，先行簽訂金錢借貸之書面契約，並完

成擔保之設定，由於該項契約之內容，均已就當事人雙方之權利與義務關係為明確之約定，其應

可解釋為消費借貸之預約（§475 之 1），而具有法律上之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