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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謂參酌外國立法例及判例學說以為本國法律解釋之用，乃是文明國家之通

例 ，我國實務亦明白承認外國立法例，得作為法理而適用 ，但並非表示任

何外國立法例皆可視為法理，除須不與我國社會相違反，且須能納入我國法

律體系之內。換言之，外國立法例雖可作為法律解釋之一項準則，但不能一

味以外國立法例為佳，即逕為援引以取代本國法律規定，得否援引以解決本

國法律疑義，填補法律漏洞 ，仍應斟酌我國法律體系及社會情況而定 。準

此，基於前述討論，本文認為： 附停止條件或始期之遺贈，於遺囑生效後

至遺贈所附條件成就或期限屆至前死亡者，除遺囑人另有意思表示外，應解

為由受遺贈人之繼承人繼承該遺贈權利，不宜與日本民法第九九四條第二項

之規定為相同解釋。 遺囑人以於繼承開始時非屬於遺產之財產為遺贈之標

的時，倘該遺贈標的不能取得或取得需費過鉅者，除遺囑人另有表示外，繼

承人僅能拋棄繼承、限定繼承或行使扣減權，不得補償其價額，而免其義

務，不宜遽為援引德國民法第二一七○條第二項、日本民法第九九七條之規

定。 遺囑捐助之財團法人成立前，該捐助財產仍屬於遺囑人之繼承人，另

經移轉交付或登記，始歸該財團取得，不宜採與日本民法第四一條第二項、

第四二條第二項規定相同之解釋。 而德國、瑞士民法上之「負擔」，我國

法並無明文，採肯定見解之學者，復謂只要係遺囑人所為遺囑限制繼承人之

權利或對於繼承人造成不利益者，均屬之 ，效力則類推適用附負擔遺贈之規

定，如此，即適用附負擔遺贈之相關規定即可，似無單獨承認之實益。 受



遺贈人未及承認或拋棄遺贈前即死亡，該承認或拋棄之權利，乃屬所有權以

外之財產權，如有數繼承人時，為繼承人所公同共有（民法第八三一條），

原則上應共同行使之，尤以在附負擔遺贈，如承認繼承人得按其應繼分為承

認或拋棄遺贈，將可能造成一部承認、一部拋棄之結果，徒使遺贈效力複雜

化，故不宜引日本民法第九八八條之規定為解釋。 對於是否承認或拋棄遺

贈之催告，受遺贈人除對於遺贈義務人外，亦得向遺囑執行人、遺產管理人

及為催告之利害關係人為確答，毋須與日本民法第九八七條為同一解釋。 

關於遺贈標的物所生孳息，外國立法例雖多規定自得請求履行遺贈時起，受

遺贈人取得孳息之權利，惟我國法並無明文，豈能任意擬制遺囑人必有此

意，且我國法既無包括遺贈之規定，自未繼受羅馬法上所謂之「物權遺

贈」，僅發生債權效力。而遺贈雖規定於身分法，但其主要內容多屬財產關

係，自仍有債編規定之適用，如經受遺贈人催告遺贈義務人履行遺贈，遺贈

義務人自受催告時起，即負遲延責任，若因此受有損害，尚得請求損害賠

償，已足保護受遺贈人，斷無理由捨此不用，卻參考採物權效力說之日本立

法例。 我國民法並未採取「添加於共同受遺贈人主義」（德國民法第二一

五八條、第一○四四條），且民法第一二○八條，亦未限定於全部遺贈無效

或拋棄時，始有適用，解釋上自不論一部或全部遺贈無效或拋棄，其遺贈之

財產仍屬於遺產，而非歸屬於其他共同受遺贈人。 又附負擔遺贈之受遺贈

人拋棄遺贈時，應受遺贈之財產仍屬於遺產，我國法既無同日本民法第一

○○二條第二項之明文，除非遺囑人另有明確意思表示外，自不宜過度擬制

遺囑人必有將之歸屬於應受負擔利益者之意。 人生在世，或多或少積蓄一定

之財產，其生前得自由處分、利用，乃屬當然，一旦死亡及喪失權利能力，

其財產即歸屬於繼承人，因而發生遺產分配之問題。惟依私法自治、遺囑自

由原則，固承認被繼承人得於生前預以死因贈與、遺囑捐助、可撤銷生前信

託及遺贈等方式 處理身後財產，且各具特色有其無法取代之功能，提供被繼

承人可視實際需要，選擇適當之方式，例如， 自益信託契約之委託人，不

欲信託財產於其死亡後歸繼承人擁有，因已非信託財產之所有人，自無可能

以遺贈或死因贈與方式，移轉於他人，此時唯有透過可撤銷生前信託始能達

成，以解決本人老年扶養之問題 ，兼具處分遺產之功能； 遺贈雖可附以負

擔，但若欲於生前即請求負擔之履行，唯有與受贈人簽訂附負擔死因贈與一

途。惟基於法定繼承人未來生活之最低限度保障，除關於遺贈有明文規定者

外，其餘對特留分有所侵害之死因處分行為亦應類推適用之，而成為扣減之

標的 。死因贈與與遺贈同屬死因行為，僅附以贈與人之死亡為始期即為已

足，至是否以受贈人應於贈與人死亡時尚生存為停止條件，應委由當事人自

由約定，非可一概而論。遺贈如欠缺遺囑之一定要式而歸於無效時，可推測

遺囑人有轉換為死因贈與之意思，因死因贈與為契約行為，故僅能轉換為死

因贈與之「要約」，仍須受贈人表示承諾始能成立。遺囑捐助雖與遺贈同屬

無償之單獨行為，惟係以捐助本身創設該捐助財產歸屬之對象，仍非遺贈甚

明。捐助財產須於財團成立時，另為移轉交付或登記，始歸該財團取得，與

遺贈相同均僅具債權之效力。故必俟遺囑人死亡後，由其繼承人或遺囑執行

人完成設立財團法人之程序，再為移轉捐助財產，在財團法人未成立前，該

捐助財產仍屬於繼承人所有。遺囑信託性質上為他益信託，雖亦以遺囑方式

為之，但於遺囑生效後，信託財產歸屬於受託人所有，未使受益人得到所有

權，僅擁有受益權；反之，受遺贈人取得遺贈標的，享有所有權利。且遺囑



信託得由繼承人及受益人共同終止；受遺贈人取得遺贈標的後，繼承人即不

得主張任何權利。而可撤銷生前信託，指委託人藉由設定自己為受益人，並

約定於委託人死亡時為信託關係消滅之原因，而將剩餘信託財產給付於第三

人，性質上仍屬自益信託，迨委託人死亡信託關係消滅後，第三人始取得受

益人地位。 關於同時存在原則，僅在規範迄遺囑人死亡時，受遺贈人業已不

存在之場合，至受遺贈人未出生或未受胎或法人尚未成立，均非該原則之適

用範圍，基於遺贈得附以受遺贈人權利能力之享有為條件，加上學者多肯認

後繼遺贈及補充遺贈，更應如此解釋，始為妥適。 附負擔遺贈係一種有附款

之遺贈，然並非以「負擔之履行」為停止條件，亦非以「負擔之不履行」為

解除條件，不影響遺贈效力之發生，與條件炯然有異，然該附款究為條件或

負擔，乃遺囑解釋之問題。附終期之遺贈（例如：用益權之遺贈），於期限

屆滿時，即應將所受領之遺贈標的返還於繼承人，然此係附終期法律行為之

當然效果，並非使受遺贈人負擔任何義務，與附負擔遺贈亦有不同。又須予

以受遺贈人利益，與德國、瑞士法上之「負擔」非必有受益人，亦有不同。

負擔之內容必須是債務之設定，不論作為或不作為，亦不以有金錢價值或經

濟利益為必要，故論者有謂係遺囑人有為第二遺贈之意思云云，實過於狹

隘。但僅就遺贈物單純指定用途或表示一定之冀望或道德上勸說，通常並無

法律上拘束之意思，並非負擔。又負擔為遺贈之附款，客觀上與遺贈並非不

可分，如除去無效之負擔，遺囑人意即成立單純遺贈者，遺贈仍屬有效；反

之，如遺囑人主觀上即不為遺贈時，則遺贈無效。再者，負擔並非遺贈之反

對給付或對價，並無同時履行抗辯之適用，應屬灼然。 包括遺贈、後繼遺

贈、補充遺贈等，在我國法上並無明文，在外國立法例上，實屬指定繼承人

之一環，我國既已刪除民法第一千一百四二條之規定，自無指定繼承人制度

之存在空間。而自包括受遺贈人須負擔遺囑人全部或部分債務以觀，實屬附

有負擔，可解為係附負擔之遺贈；至後繼遺贈或補充遺贈，自某條件成就或

期限屆至或受遺贈人倘拋棄遺贈或先於遺囑人死亡或喪失受遺贈權時，即應

將所受之財產利益移轉於他人以觀，實屬附條件或期限之遺贈，若從遺贈本

身附有該約款，對受遺贈人而言，則屬負擔之一種。然依遺囑自由原則及私

法自治原則，應分別依所附條件、期限或負擔之內容，以決定其法律效果，

似無另立此類型之實益。 死因贈與於性質許可範圍內，得類推適用關於遺贈

之規定，然死因贈與係附期限之契約，受贈人應有其法律上保護之期待利

益，與受遺贈人不同，不宜類推適用關於遺贈撤回之規定。惟死因贈與既屬

贈與之一種，當優先適用民法第四○八條關於贈與撤銷之條文，亦即贈與物

之權利未移轉前，贈與人得隨時撤銷，但經公證之贈與或未履行道德上義務

而為之贈與，則不得撤銷。附負擔死因贈與之受贈人已履行負擔，雖尚未移

轉贈與標的，依誠信原則，仍不得撤銷之。 中國大陸繼承法之「遺贈扶養協

議」，就遺產處分而言，性質上亦屬死因處分行為；就其形式而言，並非以

遺囑為之，實具死因贈與之性質；而就受贈人應照顧遺贈人晚年生活來看，

且具有償性，又有承攬契約之意義，故可解為係混合死因贈與及承攬之非典

型契約，顯非遺贈甚明，故名為『遺贈』扶養協議，易使人混淆。而死因贈

與既可附以負擔，且可約定先履行負擔，性質上雖與遺贈扶養協議略有差

異，但卻有異曲同工之效用 ，在我國，經公證之附負擔死因贈與契約即可達

到遺贈扶養協議所追求生養死葬之目的。 在立法例上，就物權變動採形式主

義者，如德國、瑞士、奧地利等，原則上認為遺贈僅具債權效力；採意思主



義者，如法國、日本等，即認包括受遺贈人有與繼承人之同一權利義務，故

承認遺贈有物權效力。我國既無如日本民法第九九○條之規定，且採形式主

義，自應認遺贈僅具債權效力，附負擔遺贈之受遺贈人僅取得請求遺贈義務

人履行遺贈之權利，至負擔之受益人，亦非於遺囑生效時即取得負擔之利

益，亦屬當然。債務免除，在性質上為有相對人之單獨行為，故債務免除之

遺贈，於遺囑人死亡後，仍須由遺贈義務人將免除債務之意思表示通知受遺

贈人始生效力。且在附負擔遺贈，若謂遺囑人死亡時，即生債務免除之效

果，受遺贈人即須履行負擔，剝奪其承認或拋棄遺贈之機會，有欠公平，且

基於恩惠不能強制原則，自無排除拋棄債務免除遺贈之理由。 我國對於遺贈

之承認、拋棄，並未明定向遺贈義務人為之，解釋上自不限於遺贈義務人，

對於遺囑執行人、遺產管理人、為催告之利害關係人為承認或拋棄亦可。遺

贈之承認或拋棄，性質上為有相對人之單獨行為，相對人有數人時，宜類推

適用民法第二八三條至第二八六條關於連帶債權之規定，亦即相對人中一人

為催告者，為他相對人之利益，亦生效力，受遺贈人得向相對人中之任何一

人為承認或拋棄，其意思表示到達該相對人時，即生效力。又為免平添法律

關係之複雜化，除非遺囑人表示受遺贈人得選擇一部承認或拋棄，原則上附

負擔遺贈應不得為一部之承認或拋棄。遺囑生效後，受遺贈人已取得受遺贈

之權利，此時受遺贈人未及承認或拋棄而死亡，即應由其繼承人繼承該權

利，我國法雖無德國、日本、韓國等國之明文，解釋上應無不同。惟為確保

繼承人之利益，原催告承認與否所定之相當期限，應自繼承人知悉繼承開始

時起算，但其知悉催告之事實在後者，則自其知悉催告時起算期限。附負擔

遺贈既因受遺贈人失格或拋棄而無效，除遺囑人另有意思表示外，基於法律

行為一部無效全部無效之原則（民法第一一一條），負擔亦同歸無效。 遺贈

義務人包含繼承人、遺囑執行人、遺產管理人、受遺贈人（後記遺贈之前位

受遺贈人、包括受遺贈人）等。繼承人有數人時，應連帶負責，其內部相互

間，除另有約定外，按其應繼分比例負擔之。受遺贈人得請求遺贈義務人交

付或移轉遺贈標的，但在共同遺贈，應按遺囑人之意思，分別依可分債權、

不可分債權或連帶債權決定之。遺贈確定生效後，受遺贈人尚未受領遺贈標

的前死亡，其繼承人、遺囑執行人、遺產管理人均得請求之。負擔履行義務

人為受遺贈人，惟於承認遺贈後未及履行負擔即死亡，此時應由其繼承人負

連帶責任。遺囑人之繼承人、遺囑執行人、受益人、主管機關均得為負擔履

行請求權人。受遺贈人不履行負擔時，負擔履行請求權人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四一二條第一項規定，撤銷遺贈。又遺贈經撤銷後，與遺贈無效或拋棄時

同，應解為負擔亦同歸消滅。遺贈經撤銷後，受遺贈人及受益人，應分別依

不當得利之規定，將所得遺贈標的及其孳息、負擔利益，返還與遺贈義務人

及受遺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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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田愛子、泉久雄編集《遺產分割?遺言 215 題（家庭裁判所制度四○周年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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