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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民法債編 

第壹部分：重點精華整理 

第一章 債之發生 

第一節 契約 

一、導讀： 

債之發生是債編學習的重要概念，也可以說是債編的學習基礎，「契約」、「無因管理」、

「不當得利」、「侵權行為」在申論題考試上更是無與倫比的命題特區，請同學務必就各該

主題一一進行複習，在這之中，契約可以說是開胃的一碟小菜，讓大家先適應債編的高度學

習負擔。 

二、各論： 

成立： 

當事人相互表示意思一致者
2

，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 

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

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民法

第 153條）。 

要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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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依前項公證之契約，如當事人已合意為不動產物權之移轉、設定或變更而完成登記者，仍

為有效（民法第 166-1條；惟須注意本條尚未施行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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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說上還有一種特殊的要約承諾類型為「交錯要約」，是指相對人不是對於要約去為承諾，反

而是再提出一個內容一樣的要約，此時，後要約就會被視為承諾，使契約成立。 

3

 詳參民法債編施行法第 36 條：「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民法債編修正條

文及本施行法修正條文，自八十九年五月五日施行。但民法第一百六十六條之一施行日期，由

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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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約之消滅： 

要約定有承諾期限者： 

非於其期限內為承諾，失其拘束力
4

（民法第 158條）。 

要約未定有承諾期限者： 

倘若對話為要約者，非立時承諾，即失其拘束力（民法第 156條）。倘若非對話為要約

者，依通常情形可期待承諾之達到時期內，相對人不為承諾時，其要約失其拘束力（民

法第 157條）。 

要約經拒絕者（民法第 155條）。 

民法第 95條，在屬人性極高的契約中，當事人死亡以至於無法為給付者。 

承諾遲到之通知；要約、承諾之撤回通知： 

第 159 條  承諾之通知，按其傳達方法，通常在相當時期內可達到而遲到（特

殊之遲到
5

），其情形為要約人可得而知者，應向相對人即發遲到之

通知。 

要約人怠於為前項通知者，其承諾視為未遲到。 

第 160 條  遲到之承諾，除前條情形外，視為新要約。 

將要約擴張、限制或為其他變更而承諾者，視為拒絕原要約而為新

要約。 

第 161 條 

（意思實現
6

） 

 依習慣或依其事件之性質，承諾無須通知者，在相當時期內，有可

認為承諾之事實時，其契約為成立。 

前項規定，於要約人要約當時預先聲明承諾無須通知者準用之。 

第 162 條 

（要約之撤回） 

 撤回要約之通知，其到達在要約到達之後，而按其傳達方法，通常

在相當時期內應先時或同時到達，其情形為相對人可得而知者，相

對人應向要約人即發遲到之通知。 

相對人怠於為前項通知者，其要約撤回之通知，視為未遲到。 

第 163 條 

（承諾之撤回） 

 前條之規定，於承諾之撤回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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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約之拘束力可分為兩者，形式拘束力與實質拘束力，前者指表意人不得任意撤回要約，後者

指相對人可對該要約做出承諾而使契約成立，而與要約不同的「要約之引誘」，則是指此時不

可對其為承諾，僅可對其為要約，進而自己保留承諾之權利而謂，如第 154 條第 2 項：貨物標

定賣價陳列者，視為要約。但價目表之寄送，不視為要約。 

5

 指一般來說不會遲到卻因特殊事由而遲到之謂。 

6

 適用上有三要件：基於習慣法、依其事件之性質、要約人於要約當時已聲明，承諾無須通知

者；有可認為係承諾之事實；相對人須有承諾之意思。如：上公車時刷悠遊卡訂定旅客運

送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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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賞廣告： 

基本法條： 

第 164 條  以廣告聲明對完成一定行為之人給與報酬者，為懸賞廣告。廣告人

對於完成該行為之人，負給付報酬之義務。 

數人先後分別完成前項行為時，由最先完成該行為之人，取得報酬

請求權；數人共同或同時分別完成行為時，由行為人共同取得報酬

請求權。 

前項情形，廣告人善意給付報酬於最先通知之人時，其給付報酬之

義務，即為消滅。 

前三項規定，於不知有廣告而完成廣告所定行為之人，準用之。 

第 164-1 條  因完成前條之行為而可取得一定之權利者，其權利屬於行為人。但

廣告另有聲明者，不在此限。 

第 165 條  預定報酬之廣告，如於行為完成前撤回時，除廣告人證明行為人不

能完成其行為外，對於行為人因該廣告善意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

之責。但以不超過預定報酬額為限。 

廣告定有完成行為之期間者，推定廣告人拋棄其撤回權。 

 

意義：以廣告聲明對完成一定行為之人給與報酬者，為懸賞廣告。 

性質：懸賞廣告之性質為單獨行為或契約行為？ 

 89年修正前：  

A.單獨行為說：懸賞廣告因廣告人一方之意思表示，負擔債務，行為人無須承諾，以

一定行為完成為其生效要件（停止條件），從而行為人知情與否、有無行為能力，

在所不問。此說理由有下： 

a. 第 164條所用之文字顯與買賣、租賃等契約類型文字相異，無當事人約定之字眼。 

b. 規定於契約一款中，尚難推認其屬契約，從代理權之授與規定 於契約中但通說

認定屬單獨行為性質可得證。 

B.契約行為說：懸賞廣告乃廣告人依廣告方式對不特定人要約，因一定行為之完成，

與行為人之承諾相結合，契約始為成立，從而 行為人須為具有行為能力者。此說

理由有下
7

： 

a. 體系上第 164條規定於契約一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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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之成立方式有二說：另為承諾之意思表示說→行為人除完成懸賞廣告所定行為外，尚須

另為承諾的意思表示，契約始成立。意思實現說→行為人完成懸賞廣告所定行為時，因意思

實現而成立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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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舊法第 164條第 1項後段規定不知廣告而完成者亦成立懸賞廣告契約，是因依契

約特性本無法如此（蓋契約須有承諾，而承 諾須有承諾意思），方於法條例外

明文肯認。 

 89年修正後－採契約說 

A. 第 164 條之修正理由中明白指出：懸賞廣告性質，有單獨行為與契約之不同立法

例。為免理論爭議影響法律之適用，並使本法之體例與規定之內容一致，爰將第一

項末段「對於不知有廣告…… 亦同」移列為第四項。並將「亦同」修正為「準用

之」，以明示本法採取契約說。  

B. 為何上述第 164條文字會產生改採契約說效果，以下進一步說明之： 

舊法第 164條第 1項後段原文字為「亦同」，此被原採單獨說行為者，主張懸賞廣

告正因為本屬單獨說行為性質，方得規定不知有廣告而完成該行為之人亦同可成立

契約，今修法改為「準用」，可知懸賞廣告非屬單獨行為性質，而應係契約性質，

故摧毀單獨行為說原憑據之堅強理由轉而成為支撐契約說理由！ 

要件： 

懸賞廣告為意思表示。 

懸賞廣告為對於完成一定行為之人給與報酬的意思表示。 

懸賞廣告為以廣告方法為之意思表示。 

法律效果： 

報酬請求權：先完成，後取得。 

因完成懸賞廣告所定行為而可取得一定權利之歸屬。 

向第三人清償發生清償效力之特別規定：為保護廣告人，並不知真正先完成行為之人

為誰，僅知最先通知人，且廣告人要調查不易、耗時耗費過鉅，乃規定只要廣告人善

意向最先通知卻非最先完成人清償，雖不符第 310條各款規定，仍發生清償效力。 

懸賞廣告於行為完成前之撤回權： 

撤回之明文規定（§165）：「撤回」之文字乃配合改採契約說修正。 

撤回之效力（§165Ⅰ）：廣告人原則上僅負限額之損害賠償責任。 

推定拋棄撤回權（§165Ⅱ）。 

優等懸賞廣告： 

以廣告聲明對完成一定行為，於一定期間內為通知，而經評定為優等之人給與報酬者，為

優等懸賞廣告。 

第 165-1 條  以廣告聲明對完成一定行為，於一定期間內為通知，而經評定為優等

之人給與報酬者，為優等懸賞廣告。廣告人於評定完成時，負給付報

酬之義務。 

第 165-2 條  前條優等之評定，由廣告中指定之人為之。廣告中未指定者，由廣告

人決定方法評定之。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8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依前項規定所為之評定，對於廣告人及應徵人有拘束力。 

第 165-3 條  被評定為優等之人有數人同等時，除廣告另有聲明外，共同取得報酬

請求權。 

第 165-4 條  第一百六十四條之一之規定，於優等懸賞廣告準用之 

 

第二節 無因管理 

一、定義： 

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者（民法第 172條前段）。 

二、法律效果： 

管理人之管理義務： 

其管理應依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以有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民法第 172條後段）。 

管理人之無過失責任： 

無因管理人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而為管理者，若因此所生之損害，雖無過失，

亦應負賠償之責（民法第 174條第 1項）。 

管理人之過失責任： 

其管理係為本人盡公益上之義務，或為其履行法定扶養義務，或本人之意思違反公共秩序

善良風俗者（民法第 174條第 2項）。 

管理人之重大過失責任： 

管理人為免除本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而為事務之管理者，對於因其管理

所生之損害，除有惡意或重大過失者外，不負賠償之責（民法第 175條）。 

無因管理經承認之效果： 

管理事務經本人承認者，除當事人有特別意思表示外，溯及管理事務開始時，適用關於委

任之規定（民法第 178條）。 

三、類型： 

【真正無因管理分成適法無因管理及不適法無因管理】 

不適法之無因管理： 

不適法無因管理之要件（民法第 174條第 1項） 

未受委任並無義務（無法律上義務）。 

管理他人事務之行為。 

為他人管理事務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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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本人明示或可得推知之意思或以不利於本人之方法為之，然若管理人係為本人盡

公益上之義務，或為其履行法定扶養義務，或本人之意思違反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者，

則管理人所為之管理行為雖違反本人之意思或不利於本人，仍為適法之無因管理。 

管理人之無過失責任（民法第 174條） 

無過失責任： 

A. 原則： 

不適法無因管理之管理人對於因其管理所生之損害，雖無過失，亦應負賠償之責，

為無過失責任。 

B. 例外：因急迫危險而為之管理（民法第 175條） 

a. 定義： 

管理人為免除本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而為事務之管理行為。 

b. 責任之免除： 

僅負重大過失責任。即對於因其管理所生之損害，除有惡意或重大過失者外，不

負賠償之責。 

侵權責任： 

不適法管理之管理行為本身具有違法性，故管理人亦有侵權責任，與無因管理規定競

合之。 

非適法管理本人之權利義務 

權利：本人得主張享有因管理所得之利益。 

義務：於所得利益內，對管理人負有民法第 176條第 1項所規定之義務。 

無因管理經承認之效果 

因為無因管理就是為他人管理事務，在性質上類似委任契約關係，故民法第 178條明文

規定，若管理事務經本人承認，除當事人有特別意思表示外，溯及管理事務開始時，適

用關於委任之規定。 

【不真正無因管理可分成誤信管理及不法管理】 

不真正無因管理： 

誤信管理 

誤以為他人事務為自己事務所為之管理。此時不適用無因管理之規定，因客觀條件（他

人事務）不具備，應依不當得利、侵權行為等其他債之關係規定處理之。 

不法管理 

管理人明知為他人之事務，而為自己之利益管理之者，為不法管理。因不具備無因管理

之要件，應依不當得利、侵權行為等其他債之關係規定處理之。另於無因管理之規定中，

有特別規定，不法管理之本人仍得享有因管理所得之利益，且其僅須於所得利益內，對

管理人負有給付義務。（民法第 177條第 2項）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