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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由所有權角度看受僱人於租賃屋內
自殺衍生之僱用人侵權暨承租人契約
責任爭議 
──以最高法院一○三年度台上字第五八四號民事判決為例∗ 

吳瑾瑜 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本案事實 
甲起訴主張：伊將其所有臺北市房

屋出租予乙公司經營便利商店，雙方訂

有租賃契約，租期至民國（下同）一○

五年十月十四日止，乙公司於九十七年

與丙商行簽訂加盟契約，由丙商行代為

經營管理位於系爭房屋之加盟店，詎丙

商行僱用之門市員工丁竟於一○○年二

月十七日清晨值班期間，在該店內上吊

自殺身亡，致該屋價值減損新臺幣六百

八十六萬八千八百三十八元等情，爰依

民法第四三二條第二項、第四三三條、

第一八八條第一項、第二二四條規定，

求為命乙、丙連帶給付之判決。  
乙公司則以：丁個人自殺行為，在

客觀上與其執行職務無涉，丙商行無須

就丁之自殺行為負連帶賠償責任。而丙

商行僅為伊之加盟主並簽立系爭加盟契

約，伊未向丙商行收取租金，其間並無

租賃關係存在。況系爭房屋之外觀或功

能並未因丁之自殺而受有損失，系爭房

屋現仍由伊承租中，租期至一○五年，

可見該屋出售及出租等收益價值均無受

損，甲並無實際損害發生等語；丙商行

則以：伊僅與乙公司有委託加盟關係，

並無租賃契約。丁雖係伊所僱用，惟伊

已盡選任、監督之注意義務，對於丁之

自殺，實無預見之可能，亦無應注意能

注意而不注意之情事，且丁之自殺事

件，與職務行為無關等語，資為抗辯。  

爭  點 
壹、丁之自殺行為致甲之房屋受有

價值減少損害，是否構成侵權行為？  
貳、丁為受僱人，其在值班時間的

DOI:  
∗ 本文之初稿「自殺致他人房屋受有價值減少損害之侵權行為責任初探」，曾發表於2014年11

月16日在北京航天航空大學法學院與政治大學法學院合辦之「民商法理論與方法論——第四

屆兩岸民商法前沿論壇」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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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殺行為是否屬於執行職務時的侵權行

為，而僱用人丙是否應負連帶損害賠償

責任？  
參、自殺行為人丁為經承租人乙允

許為租賃物使用、收益之第三人，承租

人乙應否就租賃物價值減少的損害負賠

償責任？  
 

裁判要旨 
 
壹、原審法院針對各爭點的判斷 

一、自殺行為構成侵權行為 

丁係六十六年一月二十九日生，受

僱於丙商行多年，為一智識正常之成年

人，明知系爭房屋非其所有，倘其於該

屋內自殺死亡，將使該屋成為俗稱之凶

宅，日後難以出租或出售，乃丁仍選擇

在該屋之倉庫辦公室內自殺，結束其個

人生命，自應就其行為造成他人之損

害，負過失責任。  

二、 受僱人在值班時間於工作場所的自殺
行為屬於執行職務時的侵權行為 

又丁係上訴人丙商行所僱用擔任系

爭加盟店門市人員，其於一○○年二月

十七日清晨值班期間，在該加盟店之倉

庫辦公室內上吊自殺身亡，其死亡位置

應靠近六一七建號建物等情，為兩造所

是認，可知丁死亡處所之倉庫辦公室，

係在系爭加盟店內角落，且設有隔間

門，並非位於顧客結帳之櫃檯區或挑選

採買商品之陳列區，顯見上開倉庫辦公

室僅限於系爭加盟店門市人員始得進

出，自非屬不特定人得隨意進出之處

所，依前揭說明，應認丁於執行職務

時，進入上開倉庫辦公室，利用該工作

場所上吊自殺，在客觀上足認係與其執

行職務有關之相牽連行為。準此，丙商

行自應依第一八八條第一項本文規定負

僱用人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三、自殺行為人倘為經承租人允許為租
賃物A屋使用、收益之第三人，承
租人應就租賃物價值減少的損害負
賠償責任 

丁屬乙公司允許為該屋使用之第三

人，準此，乙公司自應就其允許為該屋

使用之第三人丁，在該屋內自殺身亡所

造成甲之損害，承擔未盡善良管理人保

管義務之賠償責任。  

貳、最高法院判決要旨 

查甲將系爭房屋出租與乙公司經營

便利商店，乙公司交由丙商行代為經

營，丙商行之受僱人丁於系爭房屋自殺

身故，致系爭房屋成為凶宅，經濟價值

減損，此為原審確定之事實。似此情

形，系爭房屋本身未遭受任何物理性變

化，所有權未受侵害，丁究係侵害甲何

種權利，而須負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

之損害賠償責任，仍不無推求之餘地。

原審遽謂丁因執行職務，過失不法侵害

他人權利，丙商行自應依第一八八條第

一項本文規定負僱用人連帶損害賠償責

任，已有可議。  
次按，倘丁不應依第一八四條第一

項前段負損害賠償責任，乙公司即不應

依第四三三條負賠償責任，況系爭房屋

經濟價值減損，是否即為租賃物毀損

滅 失 ， 尚 非 無 疑 。 原 審 徒 以 上 開 理

由，遽謂乙公司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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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可議。  

評  釋 
有關凶宅之訴訟，近年來不斷在法

院上演。若論其型態，可概分為兩大

類：一為凶宅是否構成買賣標的物瑕疵

之爭議，另一則係自殺行為人之繼承人

應否就凶宅屋主所受之房屋價損負侵權

行為責任問題。然如本文案例事實所

示，環繞凶宅的法律問題，不以前述兩

大類為限，而有了新的態樣。即自殺行

為人為受僱人，自殺行為地為租賃屋。

於是，僱用人應否為受僱人於值班時間

之自殺行為依第一八八條規定負連帶損

害賠償責任？又當自殺之受僱人係經承

租人允許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之第三

人，承租人是否有違反保管租賃物之善

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而應負第四三三條

損害賠償責任？遂成了亟待研究的問

題。此外，有別於過往的凶宅爭議，通

常僅涉及出賣人瑕疵擔保責任或獨以自

殺行為為中心之侵權責任等個別課題，

新型態的紛擾則兼俱侵權行為責任與契

約責任，讓此兩種法律責任在某種程度

上產生了交集，而深具意義。尤有甚

者，自殺行為人所造成之損害，應否由

第三人如僱用人或承租人負擔賠償責

任，亦有異於自殺者繼承人的法律責

任，而形成新難題。  
由本文撿擇判決之理由觀之，最高

法院在邏輯推演上，將侵權行為責任與

承租人保管租賃物之善良管理人義務予

以連結1。即先質疑自殺行為足以構成侵

權行為，繼而批評原審法院命僱用人應

負連帶賠償責任之判斷已有可議。另外

闡明，若使用收益租賃物之第三人不因

自殺行為負侵權行為責任時，將租賃屋

交由自殺者使用之承租人亦無須依第四

三三條負賠償責任。  
至於在方法上，最高法院在本案著

眼於「侵害之客體」，強調房屋交易價

值減少非屬所有權受侵害之情形。殊值

關注者，在另一可堪對比，同為使用、

收益租賃物之第三人自殺，但自殺行為

人乃未成年人的案件，最高法院則從侵

權行為責任之「主觀要件」著手，質疑

自殺之未成年人有侵害房屋財產上利益

之故意，進而要求高等法院重新調查審

認法定代理人及承租人之損害賠償責

任 2 。於後，將就各相關問題予以研

析。  

壹、 自殺行為致他人房屋交易價值 
減少是否構成侵權行為？ 

關於造成凶宅的侵權責任，目前存

有以下兩種意見：  

一、無成立侵權行為之可能 

持此見解者認為：自殺或意外致死

案件中，死者在死亡瞬間，同時形成兩

種狀態。其一為該房屋成為俗稱之凶

宅；其二為死者之權利能力消滅。權利

能力消滅之同時，房屋成為凶宅，死者

已非權利主體，無法享受權利負擔義

 

1 除本文評析之判決外，同樣的論理模式，亦可見於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83號判決。究

其原因，蓋皆出自最高法院民事第四庭。 
2 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83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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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對於屋主並不負擔損害賠償之義

務，也不發生由其繼承人繼承並負擔賠

償責任之問題，因此無成立侵權行為之

可能3。  
此說以權利能力為觀察角度，雖非

無理，但恐有其侷限性，即以自殺者當

場死亡的情況為限。惟現實生活裏，不

乏自殺者獲救、嗣後身亡的情形，例如

在救護車中或醫院內氣絕。在此類情況

下，房屋雖非死亡結果發生地，但同為

社會大眾嫌惡，視為凶宅4。  

二、仍有成立侵權行為之可能 

前述以權利能力為基礎，斷然否定

自殺行為成立侵權行為可能性之見解，

其實為少數說。多數意見，特別是法院

之裁判顯示，不排除有成立侵權行為之

可能。  
鑑於我國侵權行為責任法，因受德

國立法例之影響，將侵權行為區別為三

種獨立類型，分別為：故意或過失不法

侵害他人權利5，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

方法加損害於他人 6，違反保護他人法

律 7。前述三類侵權行為規範，區別不

同的權益，異其要件8。他人之「權利」

被侵害時，只要加害人具故意或過失，

即應依第一八四條第一項前段負損害賠

償責任。倘受侵害者，非屬權利，而為

「利益」時，須加害行為係出於故意背

於善良風俗之方法或違反他人之法律，

被害人始得請求損害賠償。易言之，倘

被侵害的法益不同，侵權行為規範的構

成要件（特別是主觀歸責要件）則亦有

別。  
既然侵權行為受害人請求損害賠償

的請求權基礎，取決於受侵害的法益。

故為討論自殺行為致他人房屋交易價值

減少是否構成侵權行為的問題，首先必

須確定房屋交易價值減少的屬性才行，

即必須先從受害法益進行檢視。  

(一) 房屋交易價值減少損害之屬性 
——侵害所有權或純粹經濟上損失？ 

對照比較本案原審及最高法院之見

解，不難發現兩個審級的結論儘管有

異，惟異中有同的是：無論係臺灣高等

法院或最高法院，都將房屋交易價值減

少之損害視為純粹經濟上損失。不過，

臺灣高等法院未置一詞加以說明；至於

最高法院的立場，則可由其「系爭房屋

本身未遭受任何物理性變化，所有權未

受侵害」的判決理由推知。  
一般來說，所有權受侵權行為法所

保護的，除物之占有、實體侵害及權利

歸屬外，尚包括使用功能的妨害9。惟房

屋交易價值貶損是否即構成所有權之侵

3 蔡晶瑩，凶宅交易之法律問題／臺高院101上易183判決，台灣法學雜誌，222期，2013年4月
15日，170頁。 

4 在此種情況下，有部分法院不承認構成凶宅，例如臺北地方法院89年度訴字第4750號判決；

同院96年度訴字第10350號判決；同院98年度訴字第562號判決。 
5 仿照德國民法第823條第1項。 
6 仿照德國民法第826條。 
7 仿照德國民法第823條第2項。 
8 王澤鑑，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2010年3月，181頁。 



 

 58 

  

2015.4（No. 34）  
 

害，不無疑問。就此問題，人言言殊，

持正反意見者皆有。  
侵害所有權 
有部分法院將房屋交易價值貶損視

同為對房屋之收益處分造成侵害，因而

肯定所有權受有侵害10。  
純粹經濟上損失 
在學界，有謂：「房屋變成凶宅，

房屋本身並未發生任何物理性變化，亦

不影響所有人占有系爭房屋或依其目的

而使用，所有人就房屋所有權權能的行

使並未受到任何限制，因此不能認為房

屋所有權受到侵害。故房屋交易價值

貶損所產生之財產不利益，即為獨立

於所有權以外而發生之純粹經濟上損

失 11。」前揭見解亦可見於法院裁判，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一○一年度上易字第

一八三號判決 12。且前該判決更指陳：

「系爭房屋因陳○洋之自殺，致於不動

產交易市場上，因心理因素影響而生之

交易價格減損，則屬純粹經濟上損失或

純粹財產上之損害，並非固有利益之損

害13。」  
本文見解 
將房屋交易價值貶損等同房屋之收

益處分受到侵害，以此為據肯定所有權

受侵害的法院，雖未明確交代理由，但

推測其背後的思維或許為：房屋變成凶

宅後，所有權人倘欲再行出租，勢必會

面臨出租不易或調降租金求租的局面。

易言之，恐有租金收益減少的損失。而

租金收益減少的損失，或容解讀為使用

權能受到侵害，故亦構成所有權之侵

害。準此，所有權人倘欲再行出售，房

屋價金減少的損失，抑或容解讀為處分

權能受到侵害，而構成所有權之侵害。  
至於採取純粹經濟上損失說者，無

論係來自實務或學界，則皆以房屋本身

未遭受物理性變化，所有權人享有之積

極權能或消極權能均不受侵害，因此非

有形體的所有權損害 14。惟房屋畢竟不

同於一般的物，是價值不斐的財產。以

在臺北市為例，通常是兩代合力出資才

能購買的財產標的 15。因此，若言交易

9 王澤鑑，侵權行為法（一），2005年1月，182頁。 
10 例如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2090號判決；雲林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6號判決；臺灣高等

法院97年度上字第486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0年度上易字第116號判決。 
11 蔡晶瑩，同註3，169頁。採類似見解者，吳從周，凶宅、物之瑕疵與侵權行為——以兩種法

院判決案行之探討為中心，收錄於特種租賃、使用借貸與訴訟費用：民事法學與法學方法

（六），2013年7月，60頁。在實務界持相同見解者，尚有邱琦法官，參見氏著，凶宅與純粹

經濟上損失，月旦裁判時報，7期，2011年2月，24頁。 
12 裁判日期：2012年12月26日。   
13 相同見解亦可見於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字第206號判決。另有臺中地方法院99年度訴字第

1980號判決則指出：所謂「凶宅」因素導致交易標的價值貶損，純係主觀因素造成，換言

之，因交易對象不同而異其感受及結果，實務上亦有不畏懼「超自然」現象者以高價買受凶

宅。 
14 相同見解，亦為本文評析之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84號判決所採用，而吳從周教授亦於

近作重申贊同立場，詳參吳從周，2013年民事法發展回顧，臺大法學論叢，43卷特刊，2014
年11月，11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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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貶損非屬侵害房屋所有權，不無悖

離人民法律情感之虞。  
以上兩說，各有所據而言之成理。

但吾人於此必須解決的，恐非對或錯的

是非題，而是攸關價值的選擇題。亦

即，我們是否願意在對所有權固有想像

的基礎上，例如占有不受侵奪、實體不

受侵害、使用功能不受妨害、權利歸屬

無誤等等內涵，進一步擴張對所有權的

保護，使其涵蓋無形交易價值的損失？   
本文認為，縱為保護房屋所有權人

計，將所有權概念擴張解釋，但恐不一

定能達到保護所有權人的效果。蓋侵權

行為責任的成立，不以所有權權利受侵

害之事實為足，尚須行為人有故意或過

失等主觀歸責性。自殺者是否具有侵害

他人所有權的故意或過失，如後討論所

示，亦是一頗具爭議性的問題。此外，

從寬解釋所有權概念另一後果可能是，

不當加重承租人責任。蓋依第四三三條

之規定：「因承租人之同居人或因承租

人允許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之第三人

應負責之事由，致租賃物毀損、滅失

者，承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在本案

中，最高法院對「租賃物毀損、滅失」

的解釋，以物理性的毀損、滅失為限，

顯然受到物理性所有權概念的影響。若

將所有權概念擴張及於經濟性價值，則

承租人就不得不為同居人或經其允許使

用租賃物之第三人的自殺行為負責。換

言之，將所有權人納入保護傘的同時，

亦將承租人推入損害賠償責任的深淵。

然對幾無防止第三人自殺機會或控制能

力的承租人而言，課與損害賠償責任，

與不教而殺之虐民行為何異？將房屋交

易價值貶損視同房屋所有權受侵害，究

竟是造福抑或貽禍社會大眾，值得謹慎

酌量。  

(二)自殺行為人具責任能力？ 

責任能力屬侵權行為人負損害賠償

的資格，亦稱侵權行為能力。有侵權行

為能力者，才能從事故意或過失之行

為 16。故意或過失等主觀可歸責性，以

責任能力（侵權行為能力）為前提 17。

何人有責任能力，民法未設明文規定，

但由其第一八七條規定可間接得知：侵

權行為責任之成立，須以識別能力為必

要，無識別能力者無責任能力 18。又關

於識別能力，係指辨別法律上的是非利

害，即認識其行為為法律不容許，而須

對其行為結果有所負責19。  
而無責任能力者，依第一八七條規

定分為：1.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

人於行為時無識別能力。2.完全行為能

力人於無意識或精神錯亂中所為行為。

15 根據美國顧問業者Demographia調查資料統計，臺北市的房價所得比為15.01倍，意謂15年不

吃不喝才能買得起房子。而香港的房價所得比為14.9倍，溫哥華是10.3倍，舊金山是9.2倍，

首爾是6倍，參見中國時報2014年4月17日報導，網址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 
 20140417000020-260202（最後瀏覽日：2015年1月19日）。 
16 黃立，民法債編總論，2006年11月，264頁。 
17 王澤鑑，同註9，313頁。 
18 王澤鑑，同註9，314頁。 
19 王澤鑑，同註9，3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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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文之主題而言，倘自殺者長年為憂

鬱症或躁鬱症所苦，抑或有多次自殺紀

錄，是否可被認為不具責任能力，殊值

研究。可惜就此問題，就目前可得之觀

察，法院率皆避而不談，逕就自殺者有

無故意或過失加以論斷。  

(三) 自殺行為人有故意過失或故意背於
善良風俗？ 

關於自殺行為人是否具備故意或過

失主觀可歸責性的問題，例如臺灣高等

法院一○一年度上字第五○二號判決即

謂：「林○燒炭自殺時雖主觀上係出於

殘害自己生命之意思而為，但究竟對因

此造成系爭房屋成為凶宅，日後難以出

售，侵害系爭房屋財產利益不能謂無認

識，其仍執意為之，自不得排除間接故

意存在。 20」然而前該認定自殺行為人

有侵害他人財產利益故意之見解，仍屬

少數聲音。更多數法院係將審查重心放

在自殺行為人有無過失的認定，而且互

有歧見，屢屢出現審理同一案件之不同

審級法院對過失問題看法不一的現象，

本案並非獨例。惟由於承審本案之最高

法院對原審法院肯定自殺行為人有過失

的意見未置一詞，本文於後將試以他案

說明裁判實務上對立的立場。  
肯定自殺行為人有過失 

以臺北地方法院九十九年度訴字第

二○九○號判決為例，其理由謂：「本

件陳○容於系爭房屋內自殺，衡情其動

機與目的應為結束其生命，應無欲以此

方式造成系爭房屋價值減損之故意，然

陳○容既為通過國家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之護理專業人員，係具一般智

識、能力之人，當能認知其如於系爭房

屋內自殺身亡，勢將使系爭房屋成為社

會大眾所謂之「凶宅」，他人將心生畏

懼而不敢貿然於系爭房屋內生活居住，

系爭房屋因此難以出租或者出售，屋主

將因此受有損害，且並無事證足以證明

陳○容當時有無法注意、理解與認知上

開情事之狀況 21，然陳○容仍然選擇於

系爭房屋內以自行施打Citosol、Genso
等藥物導致藥物中毒之方式自殺身亡，

則陳○容對於其自殺死亡造成系爭房屋

價值減損一事，難謂其無過失。」  
否定自殺行為人有過失 
同樣涉及前述陳○容自殺案，臺灣

高等法院的態度卻截然不同於臺北地方

法院，而於其判決理由表示：「陳○容

之自殺行為是否有構成過失侵害被上訴

人財產權利之情形則應以其自殺時是否

有能力盡此部分之注意義務為斷 。經

查：……陳○容生前既患有躁鬱症，而

查躁鬱症屬於精神疾病的一種，……由

20 臺灣高等法院之見解未獲最高法院肯定支持。最高法院於廢棄發回理由謂：「林○自殺屬於

極端終結生命之方式，雖為社會所不贊同，但是否即為有背於善良風俗，不無疑義。且林○

燒炭自殺，雖主觀上係出於殘害自己生命之意思而為，但何以有侵害系爭房屋財產上利益之

故意，原判決未說明其理由，遽謂林○有侵害被上訴人系爭房屋財產利益之故意，進而推認

林○之法定代理人應依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後段、第一百八十七條之規定負賠償責

任，已有可議。」詳參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583號判決。另吳從周教授亦表示贊同最高

法院之質疑，參見氏著，同註14，1183頁。 
21 劃線處為筆者自行標記，俾利對比法律見解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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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見，陳○容本身精神狀況因躁鬱症

的影響並非十分健全，極易因外界刺激

或壓力而無法如正常人般作理性之判斷

及決定。……因此，應堪認陳○容在本

身患有精神疾病、且自殺前受有工作不

愉快之壓力刺激、以及獨自居住系爭房

屋無人協助安撫情緒之情狀，其精神意

識並無足夠之注意能力，得以注意其自

殺行為將損害被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之

價值，從而，自難認於陳○容自殺時，

其主觀上已有構成應注意能注意而疏未

注意之過失責任要件22。」  
本文見解 
過失係違反預見及預防侵害他人權

利的行為義務，並以是否盡善良管理人

注意義務為斷 23。過失之判定，一方面

是據以決定加害人應負損害賠償之理

由，他方面亦是行為的規範基準 24。惟

如前揭陳○容自殺案顯示，判斷自殺行

為人是否有違反注意義務之問題時，倘

概以一般人之注意能力相繩，不免流於

機械、公式，而有欠妥之虞。特別是針

對患有精神疾病的自殺行為人，本文贊

同前揭臺灣高等法院見解，認為其欠缺

一般人之注意能力，故容有降低注意義

務之空間。  

貳、受僱人於值班期間在倉庫自殺屬
執行職務之侵權行為？ 

在本案中，原審法院認為受僱人於

值班期間在倉庫自殺屬執行職務之侵權

行為。如此見解，顯係因受僱人之自殺

行為與執行職務之時間及處所有關聯性

所致。惟即便有時間上及地點上關聯

性，發生損害的事由仍須屬可歸責於僱

用人的活動範圍，即其選任監督能力所

及之範圍，否則即是不當擴張僱用人選

任監督義務之範圍，強令僱用人就其無

法控制之危險負責。依本文見解，受僱

人自殺與否，通常難謂為僱用人事先所

得預見，少有經由內部監控制度加以防

範之可能，不在僱用人選任監督能力所

及之範圍，非屬第一八八條執行職務之

行為。  

參、 承租人應就租賃物變成兇宅之 
損害負賠償責任？ 

「因承租人之同居人或因承租人允

許為租賃物之使用、收益之第三人應負

責之事由，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承

租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乃第四三三

條所設規定。由最高法院廢棄原審判決

理由：「況系爭房屋經濟價值減損，是

否 即 為 租 賃 物 毀 損 滅 失 ， 尚 非 無

疑。」，可知最高法院對第四三三條

「租賃物毀損、滅失」的解釋，以物理

性的毀損、滅失為限，與其在處理侵權

行為責任的立場一致，即「系爭房屋本

身未遭受任何物理性變化，所有權未受

侵害」。最高法院之見解，值茲贊同。

蓋依第四三三條之文義，須第三人應負

責之事由，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承

租人始負損害賠償責任。誠如前述，自

殺行為是否構成侵害侵權行為，無論係

22 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上字第206號判決理由。劃線處為筆者自行標記。 
23 王澤鑑，同註9，297頁。 
24 王澤鑑，同註9，2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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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或最高法院多持否定態度。既然使

用、收益租賃物第三人，就其自殺行為

不負侵權責任，自無令承租人為該第三

人自殺行為負責之餘地。  

肆、結論─物理性所有權概念為貫通
侵權責任與租賃契約責任之關鍵
渠道 

有關凶宅之紛擾，誠如最高法院一

○三年度台上字第五八四號民事判決所

示，有了不同以往的樣貌。不再侷限於

出賣人瑕疵擔保責任，抑或自殺行為人

之繼承人應否就凶宅屋主所受之房屋價

損負侵權行為責任等單獨個別課題。新

態樣的凶宅糾紛，乃混合型、侵權行為

責任與契約責任兼俱的爭議。除此之

外，還牽涉到「第三人」應否就自殺行

為人所造成之損害負賠償責任之棘手問

題。此處被波及之第三人，並非自殺行

為人之繼承人，而係自殺者之雇主及同

意自殺者使用租賃屋之承租人，此為特

別之處，亦構成嶄新挑戰。  
面對兼含侵權行為責任與契約責任

的凶宅爭議，最高法院在邏輯推演上，

將侵權行為責任與承租人保管租賃物之

善良管理人義務予以連結。即先質疑自

殺行為足以構成侵權行為，繼而懷疑自

殺者之雇主亦應負侵權行為責任，並闡

明自殺者不應依第一八四條負損害賠償

責任時，同意自殺者使用租賃屋之承租

人亦免依第四三三條負賠償責任。殊值

注意者，串連侵權行為責任與租賃契約

責任，使兩種責任形成俱有或俱無、一

致連動關係，最為關鍵的媒介，乃最高

法院對「所有權」概念的理解。由於最

高法院認為：倘「系爭房屋本身未遭受

任 何 物 理 性 變 化 ， 所 有 權 即 未 受 侵

害」，並以此態度解釋第四三三條「租

賃物毀損、滅失」。如此一來，巧妙地

使侵權行為責任與租賃契約責任同一效

果（命運），更讓侵權行為責任的價值

判斷延伸擴及至契約責任，避免了民法

典內的價值衝突。不僅於此，亦與目前

多數實務或學說將凶宅買賣標的物認定

為價值瑕疵的見解 25毫無扞格。如是觀

之，最高法院強調「無物理性變化，無

所有權受侵害，亦無租賃物毀損、滅

失」之見解，值茲贊同。  
持平而論，自殺致他人房屋受有價

值減少損害的種種相關爭議，不單純是

法律問題，其實更多成分是文化問題26。

因此，英美或歐陸經驗的參考值驟減。

甚至，面對無端受害的房屋所有權人，

讓人開始懷疑以物理性質為核心之所有

權概念是否有修正調整的餘地。然而天

平終究有兩端，法律人看問題亦不能限

於一隅，獨偏一方。  
千古艱難惟一死，若非痛苦超過了

心理能負載的程度，恐無人會自願走上

自殺的絕路。如是觀之，自殺行為人，

尤其是憂鬱症或躁鬱症的精神病患者，

是否具有責任能力？是否具有侵害他人

財產權益之故意？或能否以一般人之注

意能力要求自殺行為人負注意義務？以

上種種，絕非無疑，因而意見紛陳、法

院裁判各異。至於，房屋交易價值減少

25 詳細整理並精闢分析相關學說及實務裁判者，參見吳從周，同註11，51頁以下。 
26 邱琦法官似亦持此見解，詳參氏著，同註11，25頁註10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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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之屬性，究為所有權受侵害抑或純

粹經濟上損失，亦不無辯論空間。惟本

文傾向純粹經濟上損失說，蓋承認房屋

交易價值為所有權內涵之一部分，最終

恐係以犧牲他人為代價來成就吾人「房

奴社會」對所有權的想像27。  
有鑑於憂鬱症等精神疾病已成為常

見的文明病，復以屢傳有人在無異常跡

象下，即雇主、承租人或甚至是法定代

理人等第三人亦無防範、阻止能力的情

形下，選擇結束生命的案件。對房屋所

有權人而言，他人自殺行為致己身財產

受損的情形，無異於火災、風災、地震

來襲，屬於人生的風險。僅能期盼保險

公司推出相關險種商品，讓吾人能以購

買保險的方式轉移此類不測風險。♣ 
（本文已授權收錄於月旦法學知識庫及

月旦系列電子雜誌www.lawdata.com.tw）
 
 
 

27 據筆者觀察，生活在過分強調房價或對房價敏感的社會，人民的幸福或快樂指數都偏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