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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條）、遺失或拋棄高度危險物（第1241條）和
建築物倒塌（第1252條）。需要說明的是：

首先，論及夫妻共同債務，雖然立法未稱其

為連帶債務， [2]但仍應將其性質解釋為連帶債

務。[3]

其次，自法律行為的

類型而言，除雙方或多方

行為之外，單方行為亦有

可能導致連帶債務的發

生。例如，在受遺贈人為

多數的情況下，其所承擔

的遺贈人的債務，即為連

帶債務。 [4]針對此類情

形，我們在適用規則時宜

對「當事人約定」的含義

進行目的性擴張，將單方

行為亦涵蓋在內。

再次，在連帶債務因

法律行為而生的情況下，

意思表示能否以默示的方

式作出，在比較法上有不

同的見解。例如，日本民

法對此問題無明確規定，學說和判決認可默示的

意思表示。[5]而我國台灣地區民法則規定，連帶債

務必須「明示」，故無法依默示的意思表示而成

立。[6]筆者認為，根據我國《民法典》，在特定的情

形下，連帶債務可以依默示的意思表示而成立，理

由在於：（1）作為一般性的規定，民法允許行為人
以默示的方式作出意思表示。[7]（2）在涉及連帶
債務的各類具體規定中，並無連帶債務必須「明

論《民法典》中的連帶債務
■ 冀  誠

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

法治天下

與原《民法通則》相比，《民法典》對連帶債

務的規定有了長足的進步。本文擬從解釋論的角

度，對相關問題做細緻的探究和深入的反思，以求

為研習和適用法律的同仁提供些許有益的參照。

全文分四個部分。第一部

分簡述連帶債務發生的

原因，第二部分考察連帶

債務的外部效力，第三部

分解析連帶債務的內部

效力，第四部分是總結與

展望。

一、連帶債務的發

生

連帶債務的發生，須

由法律規定或當事人約

定。 [1]檢索整部《民法

典》，可以發現，有二十多

個條文明確規定了連帶

債務發生的原因，具體包

括法人分立（第67條）、法
人設立失敗（第75條）、
法人人格否認（第83條）、代理人和相對人惡意串
通（第164條）、代理事項或行為違法（第167條）、
共有物之債（第307條）、債務加入（第552條）、連
帶責任保證（第688條）、共同承攬（第786條）、建
設工程的分包（第791條）、相繼運輸（第834條）、
共同委託（第932條）、合夥之債（第973條）和多數
人侵權（第1168-1171條）、網路侵權（第1195條、第
1197條）、機動車事故（第1211條、第1214條、第

摘 要：依《民法典》的規定，連帶債務須由法律
規定或意思表示而發生。法院審理連帶債務的糾

紛，當以普通共同訴訟的規則作為主要的參照。

在債權人和債務人的關係中，絕對效力事項包括

履行、提存、抵銷、免除、混同和受領遲延。在多

個債務人的關係中，須對追償權的相關規則作合

理的解釋，方能對各方的利益給予均衡的保護。

立法層面的增刪與更新、司法過程中對於法律方

法的妥當運用、以及將民法問題和民訴法問題相

結合而作出的精到的研究，均有助於《民法典》發

揮其作為行為規範和裁判規範的社會功用。

關鍵詞：連帶債務；訴訟形態；絕對效力事項；追

償權；《民法典》的社會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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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的要求。（3）依照誠信原則和公平原則，[8]在

某些缺乏明示之意思表示的情形下，認定連帶債

務成立是更為合理的解釋。舉例來說，如果兩位朋

友共叫一部計程車，或共同購買一桶酒，那麼合同

的相對方通常會相信，在必要之時，任何一人都願

意單獨履行全部債務，法律需對此種信賴給予保

護始稱公允。[9]

最後，合同編通則在某種意義上發揮了類似

於債法總則的功能。[10]因此，其有關連帶債務履行

的規定，對非合同之債原則上亦得適用。

二、連帶債務的外部效力

（一）連帶債務的訴訟形態

與按份債務相比，連帶債務的不同之處在

於，債權人可以請求部分或者全部債務人履行全

部債務，而債務人不得以請求的債權額超過自己

的內部份額來進行抗辯。[11]從實體法與程式法相

銜接的角度來看，債權人的權利如何行使，能否實

現，受制於我國學界和實務部門對共同訴訟規則

的理解。

根據《民事訴訟法》第52條的規定，共同訴訟
包括普通共同訴訟和固有的必要共同訴訟。此外，

學界和實務部門均認可另一種類型的共同訴訟，

即，類似的必要共同訴訟。[12]在下文中，筆者將分

別考察三種共同訴訟的特色，進而結合相關的因

素對連帶債務的訴訟形態進行認定。

1、共同訴訟的基本類型

（1）普通共同訴訟
普通共同訴訟為可分之訴。無論是數人一同

起訴還是一同被訴，均屬於數訴的合併，其制度價

值在於節約訴訟成本，並防止對同類案件作出數

個互相抵觸的裁判。[13]普通共同訴訟的特色體現

為：第一、可作為共同訴訟合併審理，也可作為單

獨訴訟分別審理。第二、合併審理的條件是當事人

同意，且由法院最終決定。第三、即使合併審理，亦

須分別作出確認各自權利義務關係的判決。[14]例

如，在多數人之債中，因按份債務而引發的訴訟，

顯然應按普通共同訴訟的程式來審理。[15]至於連

帶債務之訴的性質，學界卻不乏爭論。少數學者認

為，應該按普通共同訴訟來處理。[16]

（2）固有的必要共同訴訟
固有的必要共同訴訟為不可分之訴，其特色

表現為：第一、當事人必須一同起訴或被訴，否則

訴訟本身會因「當事人不適格」而不能成立。第二、

遺漏共同原告的，法院應依職權追加。第三、未列

共同被告的，法院可依職權直接追加，亦可向原告

進行釋明，若原告在得知該被告必須參訴的理由

後仍拒絕將其列入訴狀，則法院可以「被告不適

格」為理由，對原告的起訴裁定不予受理。第四、

若遺漏當事人而進行訴訟，則構成上訴或再審的

事由。第五、案件必須合併審理和判決。[17]

論及連帶債務之訴，有觀點認為，根據《民訴

法解釋》的相關規定，因個人合夥、企業法人分立

或代理行為而發生的連帶債務，應該按照固有的

必要共同訴訟來處理。[18]

（3）類似的必要共同訴訟
在現實生活中，某些類型的共同訴訟既不屬

於普通共同訴訟，也不符合固有的必要共同訴訟

的條件，而承認類似的必要共同訴訟的存在，對學

理研究和實務操作均有積極的意義。[19]作為與普

通共同訴訟和固有的必要共同訴訟相區別的另一

種類型，類似的必要共同訴訟一般具有如下特

色：[20]第一、若只有一人起訴或應訴，當事人亦適

格。例如，依《民訴法解釋》第66條的規定，因一
般保證合同糾紛而提起的訴訟，「債權人僅起訴被

保證人的，可以只列被保證人為被告。」第二、若多

人一併起訴或被訴，「則裁判結果必須合一確

定」。例如，若數名出資人依《民法典》第85條的
規定請求法院撤銷法人的某項決議，則審判結果

對於數名原告必須合一確定，「不得有勝敗歧異的

裁判」。第三、若本可作共同原告或被告的人未參

加訴訟，則法院無須依職權對其進行追加，但其仍

然會受到既判力擴張的影響。

相應地，有學者認為，依《民訴法解釋》第63
條、66條和71條的規定，因企業法人分立、連帶保
證和代理行為而引發的連帶責任訴訟，均屬於類

似的必要共同訴訟。[21]

（4）小結
不難看出，連帶債務之訴究竟屬於何種訴訟

形態，在民訴法學界頗具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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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審理連帶債務的糾紛，不妨借鑒

處理非典型合同之法律適用的進路，[22]本著相似

情形應為相同處理的原理，以普通共同訴訟的規

則作為主要的參照。在處理是否追加共同被告之

問題的時候，應對相關的因素給予均衡而合理的

考量。詳述如下：

2、以普通共同訴訟的規則作為主要參照

在筆者看來，在共同訴訟的三種基本類型中，

與連帶債務之訴最相似的是普通共同訴訟。因此，

原則上應以普通訴訟的規則作為審判的主要參

照。理由在於：

首先，《民法典》第518條明確規定，債權人可
以請求一人或多人履行債務。對於債權人在實體

法上享有的選擇自由，程式法原則上應該給予保

障。在無特定之正當理由的情況下，不應當對此類

自由給予限制。可見，那些債權人可以選擇誰作被

告，而非必須將全部的債務人作為共同被告的訴

訟（例如，在連帶保證之訴中，[23]若債權人僅起訴

主債務人，法院可以不追加保證人為共同被告。若

債權人僅起訴保證人，法院亦非必須追加主債務

人為共同被告），顯然不屬於固有的必要共同訴

訟。

其次，按照民法學者的通說，連帶債務的性

質為複數之債。[24]而自訴訟標的而言，無論是將其

界定為請求權，亦或法律關係，均應承認，在債權

人和多個債務人之間存在著多個同種類的訴訟標

的，而非一個共同的訴訟標的。因此，按照《民事

訴訟法》第52條有關訴訟標的的規定，連帶債務
之訴顯然更接近於普通的共同訴訟，而非固有的

必要共同訴訟。[25]

再次，就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的多個法律關

係而論，法院在審理時中理當分別瞭解雙方爭點

所在，逐一做出法律判斷，而不存在對多個法律關

係合一確定裁判的需要。例如，在主債務人和保證

人作為共同被告的連帶保證之訴中，若保證合同

因欺詐、脅迫等原因而被撤銷，那麼判決結果完全

有可能是主債務有效而保證債務無效，而無須令

主債務人和保證人同勝或同敗。如前所述，無須作

合一確定之裁判的訴訟，既不是固有的必要共同

訴訟，亦非類似的必要共同訴訟，而更宜參照普

通共同訴訟的規則來審理。[26]

最後應當坦言的是，在多個債務人作共同被

告的訴訟中，債務人參訴並非基於自己的同意。若

嚴格按照《民事訴訟法》第52條的平義解釋，此類
訴訟亦不符合普通共同訴訟對「當事人同意」的要

求。然而，從解釋論的角度來看，若將此類訴訟增

設為不同於三種基本類型的「第四類共同訴訟」，

非但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會對法律的適用徒

增困擾。而若將「當事人同意」限縮解釋為「原告

同意」，卻是符合法律解釋學原理的舉措。 [27]可

見，在現行的法律體系中，參照普通共同訴訟的規

則來審理此類案件，仍然是相對更為合理的方

案。

3、追加共同被告的問題

依現行法的規定，在某些情況下，法院應當

追加共同被告。例如，根據《人身損害賠償解釋》

第2條，「賠償權利人起訴部分共同侵權人的，法
院應當追加共同侵權人。」此類規則，旨在促成糾

紛的一次性解決和減少重複受償的風險。[28]然而，

在筆者看來，在特定的情形下，法院仍應通過目的

性限縮的方法，允許債權人只起訴部分債權人，

理由如下：

第一、自規則的解釋和適用而言，法院在追求

實現糾紛一次性解決之價值的同時，不應忽略民

事訴訟法保護當事人之訴權的根本目的。[29]例如，

北京一中院在「馮文傑等與李善清提供勞務者受

害責任糾紛二審民事判決書」中就曾經指出，在部

分侵權人因逃逸而下落不明的情況下，「如果機

械地要求所有可能承擔連帶責任的人都進入本案

訴訟，因其中部分人下落不明而不得不公告送達

相關文書，勢必使得本案訴訟曠日持久」，[30]「嚴

重延誤被侵權人（李善清）利用所獲賠償及時進

行醫療救治的機會，看似是對被侵權人權利的全

面呵護，實際是對其權利的不當懸置。」可見，在

此類案件中，為了保障債權人及時獲得賠償的利

益，法院完全可以尊重其意願，僅判決被訴的債務

人承擔全部責任。[31]

第二、追加共同被告並非查明案件事實的絕

對必要的條件。在債權人有正當理由不能或不願

起訴某債務人的情況下，法院完全可以在尊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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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處分自由的前提下，令未被起訴的債務人以證

人或第三人的身份參加訴訟，以實現查明案件事

實之目的。[32]

第三、論及重複受償的風險，筆者認為，可從

以下幾個方面來思考防範和解決之道：（1）如果債
務因履行等絕對效力事項而消滅，那麼因著行使

追償權和抗辯權的需要，債務人完全有動力在相

互之間進行及時的資訊溝通。一旦追償義務人瞭

解到債務已消滅的事實，即可據此對債權人的超

額請求提出抗辯。可見，法院追加共同被告，雖有

助於上述情形的發生，卻並非其必要條件。（2）就
執行而論，一方面，債務人得因債務消滅而提出執

行異議，[33]另一方面，法院亦可在裁判文書中提示

執行機關可能存在其他的執行根據，並提醒其在

執行過程中充分收集相關的資訊，進行必要的協

調。[34]例如，在一起涉及重複受償的案件中，最高

院指出，「二審法院在審理本案中，已經注意到了

本案法律關係和浙商控股與京城物流之間法律關

係的關聯性，並在本案二審判決中進行了釋明，指

出在相關案件執行中應進行必要的協調，在款項

上予以扣減，避免出現浙商控股雙重受償情形的

發生。因此，瀋陽東方等再審申請人認為本案二審

判決會致使浙商控股雙重受償，該申請理由亦不

能成立。」[35]（3）在已經發生重複受償的情況下，
債務人可以請求債權人返還不當得利，其範圍包

括債權人取得的利益和應當賠償的損失。[36]綜上

可見，雖然重複受償的風險不能完全避免，但本著

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常理，為了儘量讓債權人避免

錯失及時獲得賠償的機會，而允許其在特定的情

況下只起訴部分債務人，仍然是較為合理的選

擇。

不難看出，即使在那些現行法未明確規定

「應當追加」的案件類型中，法院在決定是否追加

共同被告的時候，仍不應忽略對上述各類因素的

考量。

（二）絕對效力事項

在債權人與連帶債務人的關係中，對一個債

務人生效的事項，其效力範圍不及於其他債務人

者，為相對效力事項，若對其他債務人亦生效力，

則為絕對效力事項。 [37]論及二者的關係，通常認

為，相對效力事項是原則，絕對效力事項是例外，
[38]限於法定或約定的情況，具體包括履行、提存、

抵銷、免除、混同、受領遲延和訴訟時效的中斷。

分述如下：

1、履行和提存

債務若因部分債務人的履行或提存而消滅，

則其他債務人的債務在相應的範圍內亦消滅。[39]

蓋連帶債務的共同目的在於滿足債權，既然目的

已經因部分債務人的履行或提存而達成，則對全

體債務人均應免其責任。[40]

2、抵銷

《民法典》將抵銷與履行和提存一同列為絕

對生效事項。[41]筆者對相關的規則有如下解讀：

首先，就主動債權而論，抵銷既可以由債權人

向債務人主張，亦可以由債務人向債權人主張。值

得追問的是，某債務人能否以其他債務人的債權，

向債權人主張抵銷？比較法對此有不同的立法

例。例如，台灣地區民法採肯定說，照其規定，「連

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對於債權人有債權者，他債務

人以該債務人應分擔之部分為限，得主張抵銷。」
[42]相反，德國民法則採否定說，如其所言，「就連帶

債務人中之一人之債權，他債務人不得主張抵

銷。」[43]筆者認為，在理解和適用《民法典》時，應

採否定說，理由在於：（1）自法理而言，肯定說旨在
謀求避免迴圈求償的便利，其代價卻是令債務人

的債權遭受了不當處分。相比之下，否定說所宣導

的禁止無權處分的理念更具合理性。[44]（2）從構
成要件的角度來看，債務抵銷的一般性規則是，主

動債權人只能就自己的債權，而不能就他人的債

權來主張抵銷。[45]在法律未就連帶債務作出特別

規定的情況下，應適用一般性規則。

其次，抵銷權不但能夠以通知的方式來行使，

還可以在訴訟中行使。在審理過程中，法院應允許

被告提出抗辯或提起反訴，而無須就抵銷事項要

求被告另行起訴。[46]

最後，論及抵銷的法律效果，最高院在《九民

紀要》中指出，「抵銷一經生效，其效力溯及自抵

銷條件成就之時，雙方互負的債務在同等數額內

消滅。」[47]在解釋上，抵銷條件成就之時，就是抵

銷權發生（最初得為抵銷）的時間。[48]考察已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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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可以發現，學界對何謂「最初得為抵銷的時

間」容易產生誤解。例如，有觀點認為，「雙方債

務的清償期相同的，無論何方何時主張抵銷，其最

初得為抵銷的時間均相同。雙方債務的清償期異

時的，以在後的清償期屆至時為準。如債務未屆清

償期而主張抵銷的，以拋棄期限利益之時為準。

例如，A欠B的債務5月7日到期，B欠A的債務5月20
日到期……假設B在6月2日主張抵銷，則債之關係
應溯及5月7日消滅；如A於6月2日主張抵銷，則債
之關係僅溯及5月20日消滅。」[49]然而，上述例證對

時間的認定並不完全準確。按照其標準，「雙方債

務的清償期異時的，以在後的清償期屆至時為

準」，在此例中，在後的清償期顯然是5月20日，而
不是5月7日。因此，若B在6月2日主張抵銷，則債之
關係同樣是溯及到5月20日消滅，換言之，5月8至19
日之間的遲延履行責任並不會因為抵銷而消滅。

反之，若認為債之關係溯及到5月7日消滅，則無法
保護B在5月8至19日之間的期限利益。在筆者看
來，如何認定最初得為抵銷的時間，更為合理的表

述是：若雙方債務均已到期，且主動債權人未放棄

期限利益，則最初得為抵銷的時間是雙方債務都

到期的時間。若主動債權人放棄期限利益，則其行

使抵銷權的時間就是最初得為抵銷的時間。

3、免除

談到與免除相關的問題，須分以下幾種情況

來討論：[50]

（1）免除全體債務人的債務
設債權人有免除全體債務人之債務的意思表

示，若其僅向債務人之一作出，是否對全體債務人

生效？筆者認為，回答應該是肯定的。蓋連帶債務

通常有共同目的，每個債務人在此目的下，均有權

使債務消滅，而為全體債務人接受免除的意思表

示，恰是消滅此目的的方法之一，故應令其對全體

債務人生效。[51]

（2）僅免除某一債務人的債務
如果債權人僅對債務人中之一人免除債務，

而無消滅其他債務人之債務的意思表示，那麼就

該債務人應分擔的部分，其他債務人雖得免責，但

就所剩餘的債務，其他債務人仍須連帶清償。例

如，甲、乙、丙對A承擔60萬元的連帶債務，其內部

份額是每人20萬元，如果A只表示免除甲的債務，
那麼乙、丙應對A連帶清償40萬元。[52]

（3）連帶之免除
所謂連帶之免除，並非為債務的全部免除，

而是指對債務人，免除其和其他債務人連帶履行

全部債務的義務。即，債權人通過意思表示，將債

務人的債務限制於其所應分擔的部分。[53]連帶之

免除的法律效果分為兩種：第一、若免除系向全體

債務人作出，則生絕對效力，連帶債務因此而轉化

為按份債務。第二、若免除只向某一債務人作出，

則僅生相對效力，即，雖然被免除的債務人只須履

行其應分擔的部分，但其他債務人仍須連帶清償

全部債務。例如，甲、乙、丙對A承擔60萬元的連帶
債務，其內部份額是每人20萬元。若A僅向甲表示
連帶之免除，那麼甲只須對A支付20萬元，但乙、丙
依然對A承擔60萬元的連帶債務。[54]

4、混同

若某一債務人與債權人發生混同，則按該債

務人應分擔的部分，其他債務人對債權人的債務

亦消滅。[55]蓋混同雖然會導致債的消滅，但債權

的利益並未因此而得到滿足，故上述規則的合理

性在於簡化法律關係，避免迴圈求償。例如，設

乙、丙、丁對甲承擔300萬元的連帶債務，每人的內
部份額為100萬元。現丁與甲合併為甲。若混同僅
產生相對效力，則甲有權向乙和丙請求履行300萬
元的連帶債務。乙在向甲履行了全部債務之後，可

再向甲和丙進行追償。照此處理，在程式上較為複

雜。然而，若依《民法典》的規定，則在混同後，丁

原先所應分擔的100萬元對乙和丙均消滅，乙、丙
和甲之間的連帶債務數額變為200萬元。如此處
理，在程式上更為簡潔。[56]

5、受領遲延

若債權人對某一債務人的給付受領遲延，其

法律效果亦及於其他債務人。[57]例如，其有權將標

的物提存、[58]或請求債權人賠償因此而增加的履

行費用，且無須支付遲延期間的利息。[59]此規則的

合理性在於，債權人若及時受領該債務人的給付，

其他債務人本可免責。既然受領遲延的原因在於

債權人，那麼法律理當讓債權人，而非其他債務

人，承受不利的法律後果，始稱公允。[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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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訴訟時效的中斷

《訴訟時效規定》第15條規定，「對於連帶債
務人中的一人發生訴訟時效中斷效力的事由，應當

認定對其他連帶債務人也發生訴訟時效中斷的效

力。」可見，訴訟時效的中斷在現行法上亦屬於絕

對效力事項。例如，若債權人對某一債務人提出履

行的請求，則對其他債務人亦產生中斷訴訟時效

的效力。從比較法的角度來看，此規定與日本民法

的情形有相似之處，[61]其目的無疑是為了強化債

權的效力。[62]然而，上述規定是否對債權人和債務

人的利益給予了均衡的保護，卻不無疑問。理由有

二：第一，債權人究竟是向債務人中的一人還是數

人請求履行，屬於他的自由。如果他沒有向某債務

人請求履行，完全可以理解為自己經過理性考慮

後做出的選擇，法律若令其承受未積極行使權利

的後果（例如訴訟時效期間屆滿），並無不公。第

二，在通常的情況下，對於其他債務人被請求、被

起訴或同意履行義務等導致時效中斷的事由，債

務人不但無從知曉，而且也沒有義務去瞭解。法律

若令善意無過失的債務人承受時效中斷的法律後

果，則會損害其對時效利益的信賴。可見，從立法

論的角度來看，將訴訟時效中斷列為相對生效事

項，是更為合理的方案。[63]

三、連帶債務的內部效力：對追償

權的解析

（一）追償權的成立

《民法典》第519條第2款第1句規定，「實際
承擔債務超過自己份額的連帶債務人，有權就超

出部分在其他連帶債務人未履行的份額範圍內向

其追償」。據此，可對追償權的成立要件做如下歸

納：[64]（1）債務人須有履行、提存或抵銷等行為。
若僅有債務被免除或混同等事實，則無追償權可

言。蓋追償權的目的在於彌補債務人因履行等行

為而蒙受的損失，在免除或混同的情況下，債務人

並無損失，法律自無賦予其追償權的必要。（2）債
務人的行為，須令全體債務人共同免責，即產生債

務全部或部分消滅的效果。[65]（3）債務消滅的數
額，須超過債務人本應承擔的份額。追償權成立

的時間（亦即訴訟時效期間），也應自數額超過份

額之日起計算。[66]

《民法典》將追償權的範圍表述為「其他連

帶債務人未履行的份額」。在筆者看來，此規則的

含義有待進一步明確。在解釋上，除了超出其份額

的給付額之外，自債務消滅之日起的利息（其性質

為墊費利息）、不可避免的費用（如履行費用）和

其他損害（如因被債權人起訴而支付的訴訟費

用），亦均應被追償權所涵蓋。如此，方符合公平

原則，方能對追償權人的利益給予周全的保護。[67]

（二）追償權人的代位權

《民法典》第519條第2款第1句還規定了追償
權人的代位權，即追償權人還相應地享有債權人

的權利，但不得損害債權人的利益。茲將其解析

如下：

首先，代位權的取得在性質上可理解為法定

的債權移轉，原債權人所享有的利益（例如擔保、

優先權和舉證責任的倒置等）均由追償權人所承

受。可見，代位權的功能旨在強化追償權的效力。
[68]

其次，代位權的取得系以追償權的存在為基

礎，若追償權不成立，代位權自無從談起，二者之

間有類似於主債權和從權利的關係。因此，在追償

權被轉讓的情況下，可類推適用《民法典》第547
條對債權讓與的規定，令代位權亦一併移轉給受

讓人。[69]

再次，在追償義務人為多數的情況下，追償權

人和義務人之間的關係為按份之債的關係，此性

質不會因為代位權的存在而發生改變。追償權人

雖承受了原債權人的權利，卻不得請求義務人承

擔連帶責任，而只能令他們承擔按份責任。相應

地，代位權所附的擔保範圍亦僅限於追償權人得

請求的範圍之內。[70]

最後，法諺有云，「代位追償權不可對抗被代

位者」。同理，追償權人行使代位權，亦絕不得損

害原債權人的利益。[71]例如，甲、乙、丙對丁承擔

600萬元的連帶債務，內部份額是每人200萬元，且
乙為了擔保此債務，在自己的房產設定抵押權。甲

在向丁償付了400萬元後，就超出其份額的200萬
元，承受了丁對乙和丙的債權和抵押權，份額是每

人100萬元。屆時，若乙和丙不履行對丁的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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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務，而丁實行抵押權所賣得的價金僅為300萬
元，那麼甲無權主張與丁在同一順位按比例受償，

而應該等到丁的債權完全實現之後，才能向乙和

丙行使代位權。[72]

（三）追償義務人的抗辯

依《民法典》第519條第2款第2句的規定，追
償義務人對債權人的抗辯，亦得向追償權人主

張。筆者認為，上述抗辯旨在保護追償義務人，使

其利益不至於因法定的債權移轉而遭受損害。以

《民法典》對債權讓與的相似規定為參照，[73]可

以將追償義務人（債務人）的抗辯大致分為兩類：
[74]

1、追償義務人本可以向原債權人主張的各類
抗辯。具體包括合同不成立、合同無效、債權已轉

讓、債務已被他人承擔、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和雙

務合同中的履行抗辯權等。

2、追償義務人可以向追償權人主張的抵銷，
具體包括：[75]

第一、追償義務人原本可以向原債權人主張

的抵銷。[76]

第二、類推適用《民法典》第549條而生的抵
銷權，須具備的要件為：（1）追償義務人對原債權
人享有種類和品質相同的債權；（2）在追償權成
立之際，追償義務人對原債權人享有債權的法律

原因就已經存在；（3）追償義務人的債權先於原
債權人的債權到期，或與其同時到期。

（四）追償權的擴張

與《草案》中的連帶債務規則相比，《民法

典》的一個明顯進步在於對追償權的擴張作出了

規定：「被追償的連帶債務人不能履行其應分擔份

額的，其他連帶債務人應當在相應範圍內按比例

分擔。」[77]此制度的合理性在於，對於某債務人本

應償還的部分，若發生不能償還的風險，不應由追

償權人獨自承擔，而應由其他債務人按比例共同

分擔，始稱公允。[78]茲對其要件和效果作如下解

讀：[79]

首先，追償權的擴張，須具備的要件為：（1）
某追償義務人不能履行其份額。這裡的「不能」並

不限於無支付能力，還包括因債務人逃匿、行蹤

不明或死亡而繼承人為限定繼承等情形而導致的

不能償還。（2）追償權人不能受償，並非出於自己
的過失。例如，若追償權人因怠於及時行使權利

而導致訴訟時效期間的屆滿，或錯過了該追償義

務人有支付能力的時機，則無追償權之擴張的適

用。蓋追償權人因過失而導致的不利後果理當由

自己承擔，而不該轉嫁給其他債務人。

其次，所謂按比例分擔，是指按份額的比例

分擔不能償還部分的損害。例如，甲、乙、丙、丁約

定，按2、3、4、5的比例來分擔28萬元的債務。甲清
償了全部債務後，有權向乙追償6萬元，向丙追償
8萬元，向丁追償10萬元。若丙無資力償還，則就
該8萬元，應該由甲、乙、丁按照2、3、5的比例來分
擔，即，甲自己負擔1.6萬元，有權請求乙分擔2.4萬
元，請求丁分擔4萬元。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死亡或
被宣告破產的情形之外，不能履行其份額的追償

義務人並不能因此而免責。若其嗣後具備了償還

的能力，仍須向追償權人和其他債務人履行其份

額。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若存在份額為零的債務

人，則須分不同的情形來討論：（1）若其他債務人
中某人的份額為零，則其應分擔的部分亦為零，

即，追償權人不得請求其分擔損害。（2）若追償權
人的份額為零，則其仍得依誠信原則，請求其他份

額為零的債務人分擔損害。例如，甲、乙、丙均為

連帶債務人，甲和乙的內部份額均為零，丙負擔全

部債務。在履行期屆滿後，甲清償了全部債務，而

丙已無支付能力。此時，若令甲追償無門，實難謂

公允。因此，在解釋上，令甲乙共同分擔丙不能償

還的損害，顯然更為合理。[80]

四、總結與展望

最後，讓我們在前文論述的基礎上，對《民法

典》的社會功用作如下的總結與展望：

首先，經由法律推動的社會進步，離不開立

法層面的增刪與更新。就本文研究的連帶債務而

言，《民法典》不但增設了絕對效力事項，還對追

償權制度作出了較為詳細的規定，這與原《民法

通則》相比是值得肯定的進步。日後，立法者若能

對訴訟時效中斷的效力等問題做出更為妥當的規

定，則會使民法體系的品質得到進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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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常識告訴我們，法律須經解釋，方得適

用。本文的研究顯示，雖然與原《民法通則》相比，

《民法典》對連帶債務的規定已相對完善，但就

法律的適用而論，法律人只有綜合運用比較解釋、

類推適用和目的性限縮等法律解釋和漏洞填補的

方法，才能形成具備說服力的合理判斷，才能對債

權人和多個債務人的利益給予均衡的保護，才能

讓《民法典》在引導行為和解決糾紛的過程中產

生促進誠信和公平的社會果效。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

中，民事訴訟在整個法律制度中似乎並不起眼，程

式性問題的地位在社會生活或社會過程中亦無足

輕重。[81]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中國法治現代化的

進程中，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意識到法律程式的重

要性。如本文所言，在連帶債務之訴中，債權人的

權利能否以及如何實現，受制於人們對共同訴訟

規則的理解，某些與訴訟形態相關的爭議性問題，

學界並未達成共識，實務界亦尚未形成統一的做

法，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類案同判之目標乃至

平等原則的實現。有鑒於此，民法學者和民訴法學

者理當在直面各類難題的前提下，兼採實體視角

和程式視角相結合的進路來探尋解決之道。

綜上可見，立法層面的增刪與更新、司法過程

中對於各類法律方法的妥當運用、以及將民法問

題和民訴法問題相結合而作出的精到的研究，均

有助於《民法典》發揮其作為行為規範和裁判規

範的社會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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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ies in the 
Civil Code

Ji Cheng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Law School)

Abstract: According to Civil Code,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ies arise from the operation of law 
or the declarations of the intentions. The cases are 
supposed to be judged mainly in the light of the rules 
of ordinary joint litigation. A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ditor and debtors, matters of absolute 
effect include performance, deposit, set-off, relief, 
confusion and late acceptance. The rules concerning 
the right to seek reimbursement need to be interpreted 
reasonably to balance the interests among the debtors. 
The improvement in the field of legislation, 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legal method during the judicial process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civil law and civil 
procedure law are all important factors, which are 
beneficial for the civil code to fulfill its social function 
as norms of conduct and norms for judgment. 

Key Words: joint and several liabilities, pattern 
of litigation, matters of absolute effect, right to seek 
reimbursement, social function of civil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