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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在契約法的發展過程中，調和契約自由與契約正義的緊張關

係，或契約自由的界限或內容控管的問題，殆屬最具爭議問

題之一。雖然藉由法院裁判以形成司法控制，早已成為廣泛

承認的事實，但在方法論上，如何建構更切合現實的方法模

型，而更能發揮引導實務運作的功能，乃成為當代契約法的

重大挑戰之一。本文藉由實務案例的觀察，認為考量結果早

已是法院裁判的實然，而就契約的司法控制而言，本文主張

結果導向方法的引進，得為契約法的適用過程注入新元素。

同時，為使理論建構得以切合詮釋實務運作的功能，本文初

步嘗試針對我國民事裁判，發掘其中可能涉及結果導向方法

的相關案例，並試圖藉由所提理論架構的分析，建立基本類

型及解析運作模式，以供未來理論分析及實務運作的參考。 

中文關鍵詞： 結果導向、結果取向、司法控制、契約自由、契約正義、典

範、釋義理論、法學方法、法官造法、法律經濟分析 

英 文 摘 要 ： The problems regarding the conciliation of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freedom and justice of 

contracts, or from the aspect of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the judicial review of contracts, could 

be evaluated as one of the most controversial 

disputes in modern contract law.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fact, the judicial review of contracts has been 

recognized comprehensively not only in the Anglo-

American but also in the European-Continental legal 

system, the development of a pragmatic mechanism in 

methodology, which the court may apply in dealing 

with the cases concerning the judicial review of 

contracts, seems to have a highly significant value. 

It is argued in this article that consequentialist 

arguments in broad meaning are widely accepted in 

judicial argumen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vague 

definition and inaccurate scope of this method has 

led to a relative obscure phenomen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legal method. In order to establish 

some pragmatic methodological rules and principles, 

this article is trying to introduction of the 

framework of consequentialist arguments in narrow 

meaning, by which the cases in practice would be 

analysed and evaluated. It is the hope of the author 

this suggestion could be dedicated not only to the 

explanation of the realistic process of decision 



making in court, but also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guideline for the judges who are struggling for a 

better resolution in some hard cases. 

英文關鍵詞： consequentialism, consequentialist approach, 

consequentialist arguments,freedom of contract, 

justice of contract, paradigm, doctrine, legal 

method, judge-made law,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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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契約法的發展過程中，契約自由的界限或內容控管的問題，殆屬最具爭議

問題之一。歷經社會、經濟、歷史等條件的變遷，不論是在英美法系或歐陸法系

國家中，契約法出現以公權力控管、干預的現象，已是常態，而其中往往藉由法

院裁判以形成司法控制，亦早已成為廣受承認的事實。值得深思的是，就契約的

司法控制而言，涉及法學方法的操作，而歐陸法系傳統源於羅馬法的解釋方法、

規則，早已無法因應時代需求，不具有完整詮釋或調控實務運作的功能，學者因

此批評傳統法學方法根本是「有學無方」。如此一來，為因應社會變遷的新環境，

在方法論上重新思考，並針對契約法的哲學前提、法源基礎、分析方法及價值判

斷等，提出更切合現實的方法模型，而達成不僅描述實務現況，更能發揮引導實

務運作的功能，乃成為當代契約法的重大挑戰之一。

就本文所探討契約的司法控制而言，結果導向方法的引進，正為契約法的法

適用過程注入新元素，同時也涉及方法論上的不同前提或預設。而就方法論上的

不同前提或預設，在民法學中曾有借用「典範」概念加以探討的先例，頗值深思。

本文基於上述啟發，擬先扼要說明契約法的典範建構問題，再就契約司法控制過

程中，思考導入漸受重視的結果導向方法問題。此外，為使理論建構得以發揮妥

適引導實務發展，或切合詮釋實務運作的功能，本文亦初步嘗試針對我國民事裁

判，發掘其中可能涉及結果導向方法的相關案例，試圖藉由本文所提理論架構的

分析，建立基本類型及解析運作模式，以供未來理論分析及實務運作的參考。

在自然科學界，物理學者出身的科學史家孔恩(Thomas Kuhn)，在 1962 年出

版「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其中提出「典範」一詞，用以指稱科學社群在特定

時間內，基於特定前提而從事研究的模式，並指出研究前提所設定相關框架、條

件，將深深影響研究者的觀念認知、研究方法。有趣的是，這種源於自然科學界

的觀察，除在科學哲學、科學史界引發熱烈討論以外，似乎在人文、社會科學界

造成更大迴響，到現在仍屬餘波盪漾。

為進一步將典範應用於法學釋義理論中，使其具有分析操作上的實用性，芬

蘭著名民法及法理學家 Aulis Aarnio 主張，法學釋義理論的典範應包括下列四大

部分：1. 法哲學前提及(或)條件的群集：包括有關法源的觀念、法秩序的效力、

規範和規範性的概念及法學研究的對象等；2. 關於法源的前提：法源問題涉及

法律文化，並因而承認不同的法源種類；3. 方法論規則與原則的集合：就此而

言，詮釋法律如同遊戲一般，而方法論規則與原則就如同遊戲規則，並據以認定

如何確認法源；4. 價值的群體：價值和評價在詮釋法律過程扮演重要角色，並

透過釋義理論提供特定評價基準。

Aarnio 上述分析架構的最大優點在於：它強調法學釋義理論蘊涵大家視為當

然的某些初始立場。而有些法學初始立場雖歷經數世紀變遷，仍無所改變；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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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因時間、空間或不同學派等因素而有所變遷。以契約法為例，契約自由為契約

締結的初始立場，而在歷經不同時空環境條件的衝擊以後，其內涵已異於往昔，

契約正義的興起正反應這種初始立場的質變。雖然試圖確定法學釋義理論的典範

精確數目時，有關法學典範的爭議將更加惡化，但上述架構在某程度上已可轉化

為操作基準，尤其就方法論規則與原則的集合而言，應得用以解析本文所擬探究

結果導向方法與傳統法學方法論的定位問題。

所謂司法控制(richterliche Kontrolle, gerichtliche Kontrolle)，指法院有權審查

契約條款交易條件，並依現行法規定決定其效力。司法控制在契約法領域中，最

受關注的往往是針對契約條款內容的公平、妥適所為審查，也就是所謂內容控制

(Inhaltskontrolle)問題。一般而言，內容控制又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內容控

制，主要指運用民法第 247 條之 1、消費者保護法第 12 條中，由誠信原則所發

展出的法律控制規範。廣義的內容控制，除包括民法第 148 條第 2 項、第 247
條之 1、消保法第 12 條以外，也包括民法第 71、72 條等規定。本文在論述內容

上，就司法控制係採廣義立場。由於契約司法控制機制早已跨越歐陸、英美法系

的界限，成為法院審查契約條款效力的重要利器，故於具體個案中應運用何項標

準，以妥適操作這項機制，遂成為契約法領域的重要焦點。

自 Savigny 研究羅馬法，歸納前人解決法律爭議的規則，並提出解釋的典則

以來，法律與社會發展經歷重大變動，傳統解釋方法不僅無法因應社會需求，甚

至有些解釋內容只是披覆傳統方法的外衣，實際上卻有其他考量而不願公開表

明，或是解釋方法無優先次序，得因個人因素恣意操作，因而備受質疑與挑戰。

尤其在契約司法控制中，往往涉及「誠信原則」、「顯失公平」等不確定或模糊概

念的運用，學說上多認此時並無明確文義，往往只能訴諸規範意義，而文義解釋

就變成無用武之地。至於立法者原意或歷史、體系解釋，或因無統一判準，或因

調控功能有限而功能不彰。在藉由上述解釋方法仍無法得出明確結論時，最後只

能訴諸目的解釋。

傳統法學方法所指目的解釋，究應如何適用，向有主觀目的解釋(探求立法

時立法者原定規範目的)及客觀目的解釋(探求裁判時立法者應有規範目的)之
爭。雖然多數學者支持客觀目的解釋，但仍有學者直指客觀目的解釋如同上位概

念一般，其實只是一種隱藏在「法律理由」(ratio legis)外衣下的假象，在學理及

實務上所曾運用的各式各樣論證，幾乎均得與客觀目的解釋有所牽連。因此，學

者認為如不將法律目的解為立法者原定目的，將形成由適用者設定目的之情形，

並造成隱藏個人觀點的最佳掩護。此外，所謂主觀目的及客觀目的解釋，不僅界

限模糊而無固定標準，且多數見解所採客觀目的解釋，在方法論上尚欠缺明確的

解析，因此稱不上是狹義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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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背景之下，上述傳統解釋方法數目有限，又無法提供令人滿意的答

案，包括類觀點學(Topik)、論證學及結果導向方法等新論證方法的學說遂應運而

生。而經過新方法學論爭的激盪討論後，解釋、適用法律的方法才真正有所進展，

並超越 Savigny 以來的格局而有所突破。新方法學論爭的成果之一，殆為結果導

向方法的正式誕生，它不僅有助於開拓法律適用者的視野，也有助於提升論證品

質及透明度，並掀開法律適用過程的部分神秘面紗。

所謂結果導向(或譯為「結果取向」)的解釋方法，主要指在適用法律過程中，

考量因解釋結果所生社會影響，並在有數項解釋方案時，選擇對社會較有利的選

項。在適用法律過程中，考量可能產生的各種結果，原均得歸類屬於廣義的結果

導向。因此，在學術論著所常提到的利益論證、原則論證、目的論證、法安定性

論證、正義論證、可行性論證及結果評價論證等，都得歸類屬於廣義結果導向的

內涵，由於涉及範圍頗為廣泛，相關文獻資料層出不窮而無法遍覽。

就法律適用過程考量適用結果對社會的影響，在英美法系國家不僅較容易普

遍接受，也已經轉化為司法實踐。在 20 世紀初，勞動條件、社會環境的鉅變，

導致美國法漸重視結果考量的論證。在當代英國法中，結果導向論證往往是影響

解釋結果的關鍵性方法。而在北歐國家中，於客觀目的論證中考量法規的社會影

響，也已為法院所採用。至於在歐陸法系國家中，法學界一方面對於結果導向方

法所涉無法自證的前提問題有所質疑，另一方面則對應用結果導向方法的接受度

日益增加，並在法學方法論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有關結果導向方法如何操作及整

合在傳統法學方法論的架構中等問題，仍屬極具挑戰性的議題。

就法院實務見解中，探究裁判理由是否運用結果導向方法的嘗試，一方面涉

及對結果導向方法的界定範圍不一，另一方面涉及裁判論述理由差異極大，如何

搜尋並確認裁判運用結果導向方法，本身屬於規模浩大的工程。在德國各級法院

實務中，學者曾歸類出考量結果問題的類型或觀點，並列出 23 種「裁判目錄」，

分別如下：

1. 預測：指對涉及未來一般事實的預測。

2. 利益論證：主要涉及諸如「完整資訊利益」、「經濟生活利益」、「參與法院程

序者利益」或「公益」等。

3. 公共福利、「政治性」結果論證：判決中常運用許多涉及公共福利(尤其是公益)
的相關用語，及有關經濟、社會或法律政策的論證。

4. 原則論證：判決中常見提及一般或特定原則的論證，例如：交易安全、訴訟

經濟、職業教育自由、法秩序之維護等，當判決考量解釋結果是否符合一般或特

定原則時，得視為屬於結果論證。

5. 法安定性：法安定性屬於一種實務上常見而特別重要的原則論證。

6. 正義：在判決中經常提及「正義」，並常與法安定性搭配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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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衡平：衡平也是判決中所見的用語，通常被視為實現個案正義的化身，且衡

平常與正義搭配或混用。

8. 後果：判決中對於後果的考量，常以特定論證形式表達，諸如採取相反解釋

將「難以接受」、「不公平」等。

9. 目的論證：當判決運用法規的「意義及目的」、「法律目的」或「目的觀點」

等表達時，究竟屬於主觀、客觀目的論證，或屬於結果論證，往往不易一望即知，

但仍屬考量結果的論證。

10. 濫用論證：在實務案例中，濫用論證往往與實現目的與錯失目的論證密切相

關。

11. 謬誤論證：謬誤論證屬於判決中常用的結果論證，通常透過描述某種一般無

法接受或採信的結局，並論述其與判決所採解釋相反方案的邏輯關聯，藉以顯現

決所採解釋方屬正確。

12. 妥適性、實踐需求：在判決中也常見各種不同形式的法律外論證方式，例如：

「中肯」、「妥適」、「切合實際」等。

13. 適用及實現可行性：上述妥適論證或實踐需求的另一種發展方向，亦即考量

對於規範適用者而言，特定解釋結果在行政及司法上是否具有適用及實現可行

性。

14. 訴訟經濟、程序論證：訴訟經濟及有關程序的論證，亦屬實用性論證的次類

觀點，其中涉及直接由程序法導出的觀點，例如：訴訟經濟或訴訟延滯等。

15. 對釋義理論影響：判決往往對未來類似案例及釋義理論發揮一定影響。

16. 對當事人影響：裁判除對個案當事人發生特定法律效果以外，亦可能進一步

產生其他影響。

17. 刑法中的受判決人：德國刑法第 46 條第 1 項第 2 句明文要求法官於量刑時，

應考量刑罰對行為人未來社會生活的影響，亦屬考量結果的特別類型。

18. 對間接關係人/周遭環境影響：判決除應考量對當事人影響以外，亦應考量對

間接及潛在關係人與相關周遭因素的影響。

19. 社會團體、一般公眾：法官在某些領域中，常考量裁判結果對特定社會團體

的影響，例如：中產階級、消費者等。

20. 公共意見：在判決中一般少見表明考量公共意見，通常是隱藏在公共利益或

公眾信任等論證理由中。

21. 法律專業社群：適用法律者在具體裁判、決定中，也會考量法律專業社群(例
如：上級審、長官、學術界)所可能產生的回應。

22. 成本、國家財政：在考量結果中所提成本問題，通常針對特定團體或個人(例
如：上述間接關係人、社會團體)而言，至於談到整體社會成本時，就涉及上述

公共福利。

23. 結果的不可預見性：最後，判決中亦曾出現涉及無法預見或預測結果問題，

構成(消極)結果論證的特別類型，值得注意。此類論證往往導致不作成新奇或創

新的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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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由學者針對德國實務案例所歸納整理的類型，由於僅以考量結果作為篩

選、分類標準，不僅對於「結果」一詞指涉內容不夠明確，動輒涉及「結果」易

引發誤解，致涵括範圍極為廣泛，且各類型間分類標準有欠嚴謹，致產生彼此重

疊或具有上、下歸屬關係的紊亂情形。因此，上述分類雖能提供初步瞭解所謂考

量結果的實務案例概況，但對於學理上進一步建立較精確的分析架構而言，仍有

所不足，尚待進一步補充。

基於廣義結果導向方法所涵括範圍太廣，在方法論上欠缺較明確分析架構及

判斷準則，不易成為實用的解釋方法。因此，本文對於結果導向方法的解析，將

以介紹在德國學界備受重視的 Deckert 博士論文相關重點為主。因其論文所指結

果導向方法(狹義，以下未特別指明時，均指狹義而言)，層次分明、論述嚴密，

適合作為研究實務案例的分析工具。

狹義結果導向方法所指涉「結果」，是指實證上得掌握的一般通用、事實結

果，並非法律結果(包括程序法及費用法的結果、邏輯結果、無關經驗的抽象原

則等)。在範疇概念上，又分為影響(包括附隨影響、結果影響及長期影響)及成本

/效益(包括外部成本、結果成本)。

結果導向方法的基本立場，在於法律拘束原則，也就是適用時應以法條文義

及立法者意思優先，在文義明確範圍內，無需再探求客觀目的，也無運用結果導

向方法的餘地。此種立場實屬法治國原則的基本要求，並得與傳統方法論接軌。

另一方面，於法律拘束原則以外範圍，亦即立法上之規範目的不存在時，傳統方

法論認應探求法律的「意義及目的」，而依結果導向方法，則應以「法律理由」

為切入點，並就不同裁判選項進行實證結果調查及評價。

傳統解釋方法的侷限性，得藉由結果導向方法加以擴張與補充，不論法律解

釋或法律續造，都得適用結果導向方法。在法律解釋過程中，有關構成要件及法

律效果層面，均得進行結果導向考量。尤其於解析法律構成要件時進行結果考

量，往往佔據一般實務案例的大宗。在法律續造過程中，亦得運用結果導向方法。

部分法學方法的新理論並未完整理解結果導向考量，只有論證理論對於法律適用

過程中，結果導向方法的定位和適用範圍有清楚認知。

有關結果導向方法的適用程序，Deckert 提出執簡馭繁的五段步驟，依次說

明如下：(1) 適用範圍：應受限於法律拘束原則，亦即應以法條文義及立法者意

思優先，於文義明確時，既無需探求客觀目的，亦無運用結果導向方法的餘地。

(2) 結果調查：在確認適用範圍以後，應針對裁判所可能產生結果或影響進行調

查。(3) 結果預測：在此階段，須就相關調查結果的發生蓋然性進行預測，顯然



6

此種預測在資訊完整及預測不確定性方面，均有問題。(4) 結果評價：為針對數

種裁判方案而有所抉擇，就層次不一及預測的相關結果，應根據特定抉擇或評價

標準而加以判斷。而法律經濟分析雖屬於效率觀點的標準，但不得以效率觀點獨

占結果評價的標準。(5) 擇定及裁判：在評價結果的基礎上，最後須在裁判選項

方案中，擇定最符合評價標準的方案，並以預測、評價結果為據而作成結果論證

的裁判。

就我國實務而言，有關運用廣義結果導向方法的案例，涉及大規模的實證研

究及理論分析，並非本文研究主軸，尚待未來另以專題探究，以下論述均以狹義

結果導向方法為主。有關我國民事實務運用(狹義)結果導向方法的問題，限於裁

判數量龐大，僅能以關鍵字檢索方式進行初步分析。主要係就裁判理由中，是否

表明運用「結果導向」、「結果取向」、「經濟分析」或「法律經濟分析」等用語，

作為初步篩選標準。此外，因本文重點在於探討契約司法控制問題，故經初步篩

選案例，仍須與本文主題相關，始進一步予以解析。

民事裁判實務上表明「結果導向」或「結果取向」用語的案例，迄今仍極為

罕見，最高法院似尚未出現相關案例，而在下級審的高等法院及地方法院裁判中

雖曾出現極少數案例，裁判理由表明「結果取向」或「結果導向」字眼，但是否

運用本文所指狹義結果導向方法，仍待進一步分析。有趣的是，裁判理由提到法

律經濟分析的案例，相對而言頗為可觀。

綜觀本研究初步分析所得，我國民事裁判實務上僅有 4 件案例(臺灣高雄地

方法院 92 年度勞訴字第 20 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6 年度重國字第 33 號、臺灣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92 年度上字第 149 號、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90 年度訴字第 1498
號)表明「結果導向」或「結果取向」的用語。且其中部分案例雖用「結果取向」

一詞，所涉「結果」卻非學理上所指內涵，而部分案例並未敘明結果考量的具體

化步驟，難以判斷其所考量具體因素。另部分案例雖就結果導向解釋方法的意義

略加說明，並提出特定考量因素，但就結果調查部分，並未運用經驗性資料以作

出判斷，如與理論上所建構模式相較，尚有相當差距。

至如將法律經濟分析整合為結果導向方法的機制，則於我國民事裁判中，已

有多起案例表明運用「法律經濟分析」的方法，或得歸類為運用本文所指狹義結

果導向方法(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7 年度訴字第 3802 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87 年

度訴字第 1521 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8 年度訴字第 732 號)。如再依本文所建

議標準，以運用適用程序五段步驟的完整性，區分為強、中度、弱結果導向方法，

則上述案例均屬運用強結果導向方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97 年度訴字第 3802 號判決涉及定型化契約的司法控制問題，除於適用誠信原則

的過程中，訴諸正義衡平的理念，這項正義或衡平理由，本得歸類屬於考量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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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廣義結果導向方法，而該案例又運用狹義結果導向方法(重度)，屬於實務上極

罕見契約結果導向司法控制的代表性案例。

綜觀上述分析所得，我國民事裁判有關契約司法控制實務，在形式上運用狹

義結果導向方法者，仍屬非常有限，運用傾向相當保守。如考量契約司法控制以

外案例，並依本文立場，將法律經濟分析列為狹義結果導向方法的一部，則實務

案例明顯大幅增加。此外，實務上不少裁判所論述理由，在學理分析上，往往得

基於不同觀點進行分類，如此一來，更不易對於裁判實務進行全面而透徹的分

析。因此，本文上述分析僅屬拋磚引玉之舉，用意在於藉由介紹具有學理基礎的

方法，促使法院在未來具體裁判中，如有機會適用，應盡可能公開其實際理由。

有學者認以我國法官養成訓練背景和工作負荷狀況而言，如試圖在司法控制

過程中認真實踐結果導向方法，其實是遙不可及的！比較可行的折衷之道，似乎

不得不承認：如認結果導向方法在法律解釋、適用過程當中已占有一席之地，必

須務實地承認在法院實務上，目前似無法有合乎學術標準的結果考量程序，而容

許將結果考量侷限在當事人依辯論主義所負主張及舉證責任的範圍，而評量現有

資料、不需多所費力調查所得的結果。另一方面，法院當然也可以引用既有學術

研究成果或文獻資料，但終究不應將其視為法院的義務，否則結果導向方法在實

務上的實踐可能性終究將只是一種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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