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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過失相抵之成立，以被害者具有過失為必要，然被害者過失之真義為

何？何以對自己義務之違反會發生損害賠償額縮減之法律效果？又過失

既為探討過失法律性質之對象，自不免涉及過失相抵應否以具備責任能

力為必要，學說盈庭，各有所本，又應否要求與「責任成立要件」具有

對稱性？在損害分擔之法律地位上，加害者地位與被害者地位是否平

等？在在需要透過過失相抵之法理基礎之研究，始有可能獲得澄清。 損

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者因素亦與有原因，於認定加害者損害賠償責任

時，究竟應否斟酌被害者因素，使加害者之賠償義務得以酌減，抑或否



定斟酌，讓加害者完全賠償，學理上素有爭執。被害者因素應否斟酌？

若應加以斟酌，其法理基礎為何？與過失相抵法理基礎之關連性為何？

如何斟酌？這是被害者因素不得不面對解決之問題。侵權行為法之建

構，從歸責事由之變遷、過失之客觀化等等對於責任成立要件之緩和，

無一不是以被害者保護為依歸，然而不論損害發生原因，一味地將全部

之損害轉嫁至加害者承擔，是否合乎損害之公平分擔，值得深思。 本文

於第一章首先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與範圍。其次，在第二章

將過失相抵之基本理論加以介紹說明，以期觀念之釐清，並藉此點出本

文之探討核心課題。第三章及第四章，則陸續分別針對德國及日本之民

法過失相抵制度進行分析檢討，希望藉由德日學說理論介紹與分析，能

瞭解學說對於被害者應否具備責任能力之基本理論。嗣將進一步擴展至

法理層次，透過應否具備責任能力之爭議，導引出背後之過失相抵法理

基礎與理論根據，以回應本文研究之核心課題。 此外，將一併探究，被

害者之個人因素於損害發生或擴大與有原因時，是否能否基於公平地位

與加害行為共同分擔損害，亦即，被害者個人因素是否亦有過失相抵之

適用，此亦為近代學理與實務所將面臨法理上之課題。 再者，本文於第

五章並就我國現行民法過失相抵深入整理探討，與德日學說實務見解作

比較性研究。最後，於第六章結論部分，除歸納各章所述重點外，並提

出個人拙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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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智著，〈危險責任與民法修正－以歸責原理之探討為中心〉，法學叢

刊，第一○七期，一九八二年七月。 20、馬維麟著，〈損害賠償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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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二百十七條修正評析〉，月旦法學雜誌，第五十四期，民國八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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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博士論文，一九八二年五月。 二、日文文獻 

（一）專書論著（按姓氏筆畫排列） 1、平井宜雄著，「債?各論Ⅱ不法

行為」，東京：弘文堂，平成四年。 2、平井宜雄著，「損害賠償法の

理論」，東京：東京大?出版?，一九七一年。 3、川井健著，「民法教

室?不法行為」，東京都：日本評論社，昭和六三年。 4、川井健著，

「現代不法行為法研究」，東京都：日本評論社，昭和五三年。 5、加

藤一郎著，「不法行為」，東京都:有斐閣，昭和四九年(民六三)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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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額〉，私法，二七?，昭和四○年。 20、西原道雄著，〈損害賠償額

の法理〉，ジュリスト，三八一?，昭和四二年。 21、西原道雄著，

〈過失相殺の思想〉，交通法研究一二?，昭和五九年。 22、並木茂

著，〈過失相殺に?する訴訟上の諸問題〉，收錄於「新??務民事訴訟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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