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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一览及各自承担内容"

渠!涛全书所有判例和序言部分的翻译!二次统稿!全书审校%

王艳燕第Q&PP 页'第+NR&P,M 页的翻译!一次统稿!索引部分的制作!

翻译工作全过程的组织联系%

杨雪文第PR&NN页的翻译%

周!媛第N-&M,页'第QP-&QLL页的翻译%

肖旭芬第MQ&QPN页的翻译%

李!刚第QLN&Q-M页'第++-&+PL页的翻译%

冯海宁第QM,&++N页的翻译%

张!楠第+PN&+NR页的翻译%

贺!熹第PQ,&PV,页的翻译%

渠!遥第PVQ&PM,页的翻译!部分图表的调整%





"中文版序言"

本书是本人(民法讲义)系列的第一卷(民法总则)第L 版的补订版"+,Q+

年版#%

(民法总则)是潘德克顿体系特有的'贯穿民法整体的*通则规定+部分% 也
就是说!它所规定的对象是物权'债权'亲族'继承等领域的通则!具体有权利的
主体与客体'致使法律效果发生的重要原因的*法律行为+和*时间"时效制
度#+!以及法律行为的*不成立的效果"无效和撤销#+及其*附属条款"条件'期
限#+!等等%

通常!民法的初学者恐怕都会从*民法总则+开始学习% 但是!民法总则的
内容并不是民法的入门编!所以!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尽早知晓物权法和债权法的
概要!并从中理解民法总则所能起到的作用%

这套(民法讲义)撰写的主旨是!既*对初学者给予充分照顾+又*不失学术
水准"现在学界的状况#地对问题进行整理!文字力求简洁易懂+% 为此!重点在
以下几方面作了特殊处理$

第一!为了让读者能够体系性地理解!本书按照民法典的体系"条文结构#

展开理论介绍% 其中!至关重要的是!因为在采成文法主义的制度框架下!*条
文+是法律规范的基础!因此必须随时意识到条文的存在!去捕捉社会现象%

第二!本书的特点是以*J+说与*?+说的形式将学说的对立关系鲜明地予
以例举% 这样做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以价值和价值判断的多样性为基本特点的
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的必然现象,同时考虑到!通过对其中对立关系的理解才能
掌握法律特有的思维方式%

在日本!*泡沫经济+在QMM,年破灭后!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了对
应这些变化!在民事法领域也一直在进行相关法律的修改% 其中的主要法律
如下$

QMMQ年$(借地借家法)"同时废除原(借地-借家法)#

QMMV年$(制造物责任法)

QMML年$(住宅金融专门会社处理法)

QMMN年$(看护护理保险法)

QMM-年$通过(债权让渡对抗要件特例法) (附根抵押的债权让渡措施法)

(金融再生法)(<C"法)等的制定展开的金融制度改革
QMMM年$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实施!(住宅品质确保促进法)和(民事再生法)



的制定
+,,,年$(消费者契约法)

+,,Q年$(中间法人法)

+,,+年$(土地污染对策法)

+,,P年$民法典*担保法+部分的修改
+,,V年$民法典条文的口语化和民法典中*根保证契约+制度的创设'(动

产-债权让渡对抗要件特例法)的制定"实际上是对(债权让渡对抗要件特例法
的修改)#'(不动产登记法)修改

+,,L年$法人制度的修改"民法规定的废除与一般法人法的创设#以及(中
间法人法)的废除

+,Q+年$(家事事件程序法)的制定与(家事审判法)的废除
本书就以上各法修改而影响到民法制度的部分!均根据其需要及时进行了

补订%

本书的翻译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私法研究中心秘书长渠涛教授
主持% 在渠教授的指导下!以每周一次的外文著作阅读翻译课的形式!用一年多
的时间完成的%

渠涛教授在中国是著名的民法学者!在日本也是有名的中国民法学者% 他
的很多论文在日本的学者以及民法学界得到了高度评价% 另外!渠涛教授日语
能力极高!他的翻译更是可以缜密细致地再现原文!在日本也受到高度的信赖%

参加这部书翻译工作的是以下几位日语能力很强的青年才俊$王艳燕"中
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硕生#!张楠"同前#!肖旭芬"同前#!李刚"同前#!杨
雪文"同前#!贺熹"同前法硕生!现为名古屋大学大学院研究生#!周媛"同前法
硕生!现在北京市通州区动植物检疫所工作#!渠遥"北京大学法学院本科生#%

此次!拙著能承蒙渠涛教授及各位同学不辞辛劳翻译出版!我感到极其高
兴. 在此!我要向渠涛教授和各位同学表示衷心感谢!同时祝愿各位同学前程
似锦.

最后!为了能在出版形势并不乐观的今天!继上次接受拙著(民法讲义
"

物权法)出版!再次有幸得到以法律专业书籍出版闻名于世的北京大学出版社
对本书出版的惠允!谨向北京大学出版社给予之厚谊表示衷心感谢.

早稻田大学法学学术院教授!法学博士
近江幸治

+,QP年N月吉日

&

!民法讲义
#

民法总则"第L版补订#



"&##(年版序言"

本书初版于QMMQ年付梓!其后经过了几次修改% 特别在+,,Q 年!为了成年
人监护法等民法修改而进行了改版!同时将版面改成了横写版!而这次又对本书
进行了全面改写!其主要原因是判例和立法的变化太大%

在+,世纪的最后十年!因*泡沫经济的破灭+直击日本经济而带来了社会
的大变动% 我们的经济生活和企业的经济活动都无一幸免地接受了质的变革%

为此!在原本就是处理起因于社会和经济现象的法律问题的民法领域也会必然
地从判例到立法发生重大变革% 即便是在今天!金融机构的接连倾倒以及处理
不良资产的问题依然严重地困扰着我们% 但是!经过了这十年间经济上的历练!

新的+Q世纪社会正在向着明确的方向挺进% 此次的全面改版正是具有合天时
之意义%

这套(民法讲义)撰写的初衷是!以对初学者给予充分照顾又不失学术水准
"现在学界的状况#为前提!对问题进行整理!文字力求简洁易懂%

基于这一初衷!谨为初学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民法总则因为是民法整体的总则部分!抽象性强!其本身可成为解释
的直接对象较少"这也是被人认为人们对民法不感兴趣的原因之一#!而更多的
是与物权法'担保法'债权法抑或继承法分论相关的问题% 因此希望大家尽快去
打开物权法和债权法的大门!掌握民法的整体形象% 这样一来!就会对民法学产
生具有实际意义的兴趣%

第二!本书的特点是以*J+说与*?+说的形式将学说的对立关系鲜明地予
以例举% 这样做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以价值和价值判断的多样性为基本特点的
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的必然现象,同时考虑到!通过对其中对立关系的理解才能进
一步加深对法律学的理解% 希望大家能够仔细思考形成观点对立的基础!从探
求真理的角度增强对学问的兴趣%

第三!希望注意体系性理解% 本书按照民法典的体系展开理论介绍!结构简
单% 各章下设*节+!在节之下的排序!原则上是$Q'+'//,"Q# "+# //"改
行#, " 6# " W # // "不改行#, '''//% 在此之下!仅以需要为限另设!

$ %

//!

&'

//%

第四!判例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本书使用的法原则抽象方法与判例法
主义"英美法系#的方法有所不同% 在成文法主义下!规范原则由法典规定!因
为通过对其进行解释"由学说和判例构筑的体系#而形成的法理论已经存在!所



以!判例研究必须以这种关系为前提展开% 本书也是按此规则对搜集到的重要
判例作了类型化处理%

本人自进入大学院学习以来!师从于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高
!

平藏先生!在
治学严谨和人间温暖的环境中!一路走来!自由地学习了民法学'经济学和法制
史% 高

!

先生于QMMP年从早稻田大学退休后!+,,+年P月又从其后任客座教授
的国士馆大学退职!对于先生迄今为止给予的恳切教诲不胜感谢% 谨将此(民
法讲义)献给高

!

先生!如能以之报答所赐学恩之一粟!幸莫大焉.

最后!在本书出版之际!成文堂阿部耕一社长'土子三男编辑部部长'石川真
贵编辑从校对到装订成书各个环节上对我本人提出的要求无不欣然允诺!对于
他们给予的关照!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近江幸治
+,,P年+月+,日

'

!民法讲义
#

民法总则"第L版补订#



"第!版序言"

QMM,年后半期以来!为了对应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在民法领域作出了重要
的修改% 从大的方面说有如下几项$QMMM 年成年监护制度的颁行,+,,P 年担保
法部分的修改,+,,V 年民法典条文口语化和根保证等民法典的部分修改% 此
外!在此期间还对(债权让渡对抗要件特例法) "QMMM 年#! (消费者契约法)

"+,,,年#!(中间法人法)"+,,Q年#!(动产'债权让渡要件特例法) "+,,V 年#!

(不动产登记法)"+,,V 年#等民法特别法!以及与执行相关的各种法律等也进
行了修改% 继而在+,,L年对于法人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

此次修改是将民法典原来规定的法人制度转移到(一般法人法)等*特别
法+中规定!民法典中仅保留了R条规定"而且其中有意义的条文仅限于第PP条
的法人法定主义和第PV条的法人的能力#% *人"权利主体#+是QM'+, 世纪作
为学问构筑起来的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即人'所有'契约#之一% 现在将*人+

的构成要素之一的*法人+从民法典中摘除!难免使人抱有疑问!但关于这一点!

只能等待未来Q,,年以上历史作出评价%

本书以+,,-年实施的一般法人法为中心!结合迄今为止的相关论点对新的
法人制度作出了详细的论述,而且!对+, 世纪以来一直被人遗忘的*责任+规范
在+Q世纪必须作为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予以纳入也进行了说明% 除此两项之
外!还对本书进行了全面改版%

近江幸治
+,,-年P月QP日

$第!版补订%

"+,Q+年P月Q+日#

此次补订!除将以往作为别册添加的*补订资料+编入正文外!还增补了(家
事程序法"旧(家事审判法)#修改后的规定和新的判例%





"代译者序"

一& 启动本书翻译工作的背景及参与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私法研究中心有个不定期的学术项目!即有选

择性地对国外民商法学领域的名家著作进行翻译出版% 这个项目!在国内无论
是对民商法学科的发展!还是对民商立法的完善!都是大有裨益的% 以往最值得
称道的工程就是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民法学家我妻荣所著的(民法讲义)- 卷本
"中国法制出版社+,,-年版#% 这套书!在日本民法学界被誉为经典!是所有日
本研习民法之人必读的权威著作% 而在中国出版后!更是在国内民法学界得到
好评!此书对中国学者研究日本民法的传统学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本书作为该项目之一!由本人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律硕士若干
人共同完成了翻译工作!自启动历时近三年!如今终于同读者见面了%

此次之所以采取这种形式实施这一项目!主要基于以下背景%

多年来在*法硕+教学中发现一个问题!这就是!在所谓*非法本法硕+中有
很多人在学习作为新知识法律的同时日渐疏远甚至丢弃了本科所学知识!而这
一问题在本科为外语专业的学生中显得尤为突出% 于是便想到!是否可以将私
法中心的这个项目与解决这一问题有机联系起来% 这就是!如果能以自己在民
法和日语专业上的能力组织本科为日语专业的学生翻译一本民法专业书!应该
会在很大程度上从侧面解决他们将会面临的这一问题% 具体而言$通过专业书
的翻译使学生本来具有的外语水平得以加强,能在法律&&&具体到民法专业的
日文文献阅读方面积累丰富的经验,在翻译过程中也能加强对法律概念的准确
掌握和对制度的深度理解!特别是中文法律词汇的使用,最后!还能让学生有一
个出版的业绩% 综上!这对学生无疑是一件非常有益的事情% 当然!最初我也想
到了自己要为此付出一些辛苦!而且!由于学生们翻译水平参差不齐!我肯定会
耗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但同时感到这是一件可积功德的事!故此毅然付诸实
施了%

参与本书翻译工作的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Q, 级和+,QQ 级的
非法本法硕研究生!因为在分配工作量时人手不够!就又让当时在北大法学院刚
上本科一年级的女儿渠遥加入进来% 这样做虽有*假公济私之嫌+!但从结果上
看!她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表现尚好!特别是帮我做了不少排版等说起来不大但做
起来比较繁琐细致的工作% 关于各参与者承担的具体工作内容请参见*译者一



览和承担内容+%

二& 日本民法学者与教科书简况及选书理由
此次翻译出版本书的目的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私法中心学术项目的初衷!即

有益于国内学界的研究和立法!故要求所选之书的作者和内容应具有相当高的
水准,二是解决本科为日语专业的*法硕+面临的问题!因此翻译相对基础的内
容最为理想%

日本民法学界自我妻荣之后再没有出现可以与其比肩的绝对权威学者!当
然!*东有星野英一!西有北川善太郎+之说也是事实存在!而从在日本民法学界
所占据权威地位的时间之长'影响之巨等角度看!这两位学者与我妻荣之间还有
一定的距离%

时至今日!中国民法学界熟知的日本著名民法学家如川岛武宜"QM,M&QMM+

年#'四宫和夫"QMQV&QM-- 年#'加藤一郎"QM++&+,,- 年#'星野英一"QM+L&

+,Q+年#'北川善太郎"QMP+&+,QP 年#'铃木禄弥"QM+V&+,,L 年#'平井宜雄
"QMPN&+,QP年#等都已相继仙逝!而日本民法学界从人数到水准却依然强盛!

可谓不乏后继!高人辈出!各领风骚.

如果说!我妻荣可以作为老一代的传统的民法学家代表的话!那么!大村敦
志和山本敬三即可以作为当下日本民法学界年轻一代学者的代表!而在这两者
之间!又可以分为两个时代层% 一是以星野英一"东京大学#'北川善太郎"京都
大学#'铃木禄弥"东北大学#'平井宜雄"东京大学#'椿寿夫"明治大学#等为代
表的前一个时代层!另一个是以"按年龄顺序#前田达明"京都大学#'加藤雅信
"名古屋大#'近江幸治"早稻田大学#'镰田薰"早稻田大学#'能见善久"东京大
学#'内田贵"东京大学#等为代表的后一个时代层%

近年来!有相当数量日本民法学者的学术著作"包括教科书在内#在中国出
版% 仅就民法教科书中的总则或总论而言!值得关注的有大村敦志著(民法总
论)"江溯'张立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山本敬三著(民讲义

#

法总论) "解亘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两本著作% 另外!更早些时候翻译出版的民法系列教科
书!有近江幸治著(担保物权法) "该书本为近江(民法讲义)系列

(

# "祝娅'王
卫军'房兆荣译!法律出版社QMMM年#和近江幸治著(民法讲义

"

物权法) "王茵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L年#%

日本学界对民法系列教科书一般作如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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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大村敦志在其所著的(基本民法
#

) "有斐阁!QMMV年初版!+,,R年第+ 版#的初版前言,另
参见星野英一$(日本民法中关于*错误+制度的规定)收录于(中日民商法研究"第+ 卷# )法律出版社
+,,V年第+L页以下%



妻荣著(民法讲义"-卷本#) "岩波书店#,作为*转变传统意识的民法系列教科
书+!按出版的时间排列有$星野英一著(民法概论"V 卷本#) "良书普及会QMNQ

年&&&#!铃木禄弥著(民法总则讲义)等P 卷本"创文社QM-V 年&&&#!北川善
太郎著(民法讲要"L卷本#)"有斐阁QMMP年&&&#,而此后作为*新时代的民法
系列教科书+!按照出版的时间排列又有$近江幸治著(民法讲义"N 卷本#) "成
文堂QMMQ 年&&&#!内田贵著(民法" P 卷本#) "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QMMV

年&&&#!大村敦志著(基本民法)"有斐阁QMMV年&&&#!四宫和夫著'能见善久
补订(民法) "QMMM 年&&&#!加藤雅信著(新民法大系"R 卷本#) "有斐阁+,,+

年&&&#!佐久间毅著(民法的基础)"有斐阁+,,P年&&&#!潮见佳男著(民法总
则讲义)"有斐阁+,,R年&&&#!山本敬三(民法讲义)"有斐阁+,,Q年&&&#等%

面对目前*各领风骚+形势下日本民法大家所著的诸多教科书!我们选择了
近江幸治的(民法讲义

#

民法总则)作为翻译对象!主要源于如下理由$

一是!从以上几个角度看!近江幸治在日本民法学界有相当高的学术地位,

二是!民法总则作为研习民法的基础!在内容上比较合适,

三是!从总体上看!这本教科书内容丰富'条理清晰'深入浅出,

四是!近江幸治的教材已经有两本在中国出版!而且据确切的信息说!他的
另一本教材(债权法总论)的中译本也已经接近脱稿% 如此一来!可期待将其对
民法整体的研究全面地介绍到国内%

三& 本书的内容及翻译出版的成就经纬
本书的基本内容一如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以及原版序言中介绍!作为中文版

译著有以下几项内容需要详述%

本书的翻译无论在内容'体例还是格式上都力求再现原著的原貌!但在此原
则下对原著作了以下几项处理$

第一!在翻译上尽可能采用直译!但对过长的句子则以易于读者阅读且不失
原意为原则作了断句处理%

第二!在格式上为让读者更易看清引用文献!按照中文版式阅读习惯另加了
书名号"()#%

第三!原著中对大量引用的日本民法典条文作简化处理!即括弧中未加法律
名称的条文均为现行日本民法典条文% 译文中也按照此法处理%

第四!原著为避繁就简!亦为日本学术著作之规范!对所引用的文献均使用
了日本法学界通用的缩略表示% 为方便国内读者阅读!在附录了*原著文献缩
略语表+外!还附加了日本法学界通用的*日本法律文献缩略方式+%

第五!原著中为了便于读者查找编排有事项和案例的索引!本书也按照原著
将译后的索引附录于正文之后% 索引中的排序以及页码均按原著处理%

4代译者序!



第六!将原著页码标注于每页的旁白处!以便于读者核对原著!以及利用索
引时使用%

本书翻译工作起始于+,QQ年QQ月!除寒暑假期间为不定期外!基本上是隔
周由同学们就其中一人的译稿作集体讨论!再隔周由本人以网上授课形式答疑%

然后各自对自己的译稿进行修改!再由王艳同学作初步统稿!于+,QP 年R 月完
成初稿% 此后!再由本人对全部译稿进行包括格式调整'文字统一'翻译内容等
方面的审校%

在本书翻译初稿完成后!有幸得到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惠允!并承蒙该社
就本书的出版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独立行政法人#申请到了资助% 为此!首
先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出版所做的大量工作,其次更要感谢日本国
际交流基金会为本书出版给予的资助,此外!还要感谢责任编辑周菲女士为本书
出版在文字'排版等方面付出的辛劳%

综上!本译著为集体工作的成果!尽管审校者和译者都为此付出了自己最大
努力!但由于水平有限!书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疏漏和不足!敬请前辈'同
仁'后学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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