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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為研究動機、目的、方法以及範圍之說明 第二章乃探討契約與侵權

責任兩大責任體系之要件、發展及二者之比較。由於德國二○○二年一月

一日債法現代化法生效，其內容涉及時效制度之變革、債務不履行之一般

給付障礙概念之建立、以及學說判例所承認之照顧義務、締約上過失與附

保護第三人作用契約理論等諸多制度之法典化。此外，二○○二年八月一

日德國損害賠償法修正條文亦已生效，就民法部分，涉及第二四九條第二

項損害賠償之估算、第二五三條擴大慰撫金請求等等修正。因之，本文擬

於相關章節之處，對上開法規之修正一一加以介紹。最後，以德國於一九

一四年發生之修士案為例，突顯被害人於適用侵權行為法時所生之難題。

並就帝國法院如何透過附保護第三人作用契約理論之適用，使得原非契約

當事人之第三人得以主張契約上之賠償請求權加以介紹與說明。 第三章為

附保護第三人作用契約之建立。此章主要係探討附保護第三人契約理論其

法律基礎所在，以及學說與實務如何就該理論之適用予以合理之限制。此

外，適用該理論所生之法律效果，諸如：請求權內容及請求權基礎、責任

限制、舉證責任及請求權時效等問題亦一併於此作探討。 第四章為附保護

第三人作用契約理論與其他制度之比較。本章主要係欲探討第三人利益契

約、德國法發展出之第三人損害之賠償二者與附保護第三人作用契約理論

之異同。 第五章為附保護第三人作用契約於契約各階段之適用。此章係分

別就先契約階段，契約履行階段與契約終了階段之第三人保護加以探討。

在先契約階段，先對地毯案及德國第一次將附保護第三人作用契約理論適

用於契約磋商之階段之蔬菜葉案作簡要之說明，再就學說之批判看法予以

介紹。至於履行階段，主要說明附保護第三人作用契約理論，於德國已承

認之契約類型，尤其鑑定人等涉及專門職業之人而訂定之契約類型所構成

一般所謂的專家責任，於德國實務已肯認其法律關係可適用附保護第三人

作用契約之理論。至於契約終了階段部分，本文嘗試分別從後契約之主義

務類型以及後契約之保護義務類型中舉出一例，檢討於契約終了階段，有

否附保護第三人作用契約理論適用之必要性存在。 第六章為立法展望。此

章主要涉及採行附保護第三人作用契約理論必要性之探討，亦即倘透過侵

權行為法本身作修正、侵權行為事件之審理採取表面證據等等方式，是否

足以取代附保護第三人作用契約理論之重要性？賦予契約關係外之特定第



三人，於契約關係得以主張契約上請求權，是否僅用以彌補侵權行為法之

缺陷而已？抑或是具有其固有意義及法理上之正當化基礎？此外，本文最

後將從德國二○○二年債法現代化法，檢視我國八十八年債法修正，透過

分析、比較，就相關之規定提出我國債法未來修正之方向與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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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一刷 馬維麟 民法債編註釋書﹝二﹞，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八十五

年三月初版 馬維麟 民法債編註釋書﹝三﹞，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八十

五年九月初版 陳自強 契約成立與契約生效，學林文化，二○○二年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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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權行為法﹝上冊﹞﹞ 焦美華 譯?張新寶 審校 Christian V.Bar 著，歐洲比較

侵權行為法﹝下冊﹞，二○○三年二月初版 郭麗珍 產品瑕疵與製造人行為

之研究，神州圖書出版有限公司，二○○一年六月﹝簡稱 產品瑕疵與製造

人行為之研究﹞ 黃 立 民法債編總論，元照出版有限公司，二○○○年九

月二版二刷﹝簡稱 債總﹞ 黃茂榮 買賣法，植根雜誌社有限公司，一九九

二年十月增訂四版 二○○二年五月增訂第五版 黃茂榮 債法總論﹝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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