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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法典继承编之遗产清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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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继承法》实行无条件的限定责任继承，没有把依法制作遗产清单作为实
行限定责任继承的首要前提条件，这有可能导致侵害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也有可能损害其
他继承人的利益。通过考察遗产清单制度的起源与功能，分析我国立法的现状与不足，在
比较评析国外遗产清单制度立法内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和汲取
我国学者的有益观点，提出我国《民法典继承编》之遗产清单制度的立法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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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清单是记载被继承人遗留的个人财产方面权利义务的清册，其中包括被继承人遗留的积
极财产和遗产债务。制作遗产清单在域外立法中，是实行有限责任继承 （ 即限定继承 ） 的首要前提
条件，以保证遗产清单记载的财产优先清偿遗产债务，平等保护继承人和遗产债权人的利益。2019
年 7 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 草案二次审议稿） 》（ 以下简称《民法典继承编 （ 草案
二审稿） 》） 已经规定制作遗产清单是遗产管理人的职责之一，但未规定制作遗产清单是实行限定责
任继承的首要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学者出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追求而设计的“民法典继承编 ”先
后问世

［1］

。这些学者建议稿 ① 均主张以制作遗产清单作为实行限定继承的首要前提条件，以平等

收稿日期： 2019 － 07 － 10
基金项目： 2016 年度司法部国家法治与理论研究课题“我国遗产处理制度系统化构建研究”（ 16SFB2036）
作者简介： 陈苇（ 1954） ，女，四川资中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宇娇（ 1990） ，女，河北雄县人，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博士生。
①目前我国公开发表的六份继承法学者建议稿如下： （ 1） “梁慧星等学者建议稿”，以下简称“梁稿”（ 参见： 梁慧星． 中国民法典草案
2003； 梁慧星． 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继承编［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3． 本文以其 2013 年版
建议稿［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4． ） ；
为研究对象） ； （ 2） “徐国栋等学者建议稿”，以下简称“徐稿”（ 参见： 徐国栋． 绿色民法典草案［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3） “王利明等学者建议稿”，以下简称“王稿”（ 参见： 王利明． 中国民法典学者建议稿及立法理由·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 北京：
2005． ） ； （ 4） “张玉敏等学者建议稿”，以下简称“张稿”（ 参见： 张玉敏． 中国继承立法建议稿及立法理由［M］． 北京： 人民出版
法律出版社，
2006． ） ； （ 5） “陈苇等学者建议稿”，以下简称“陈稿”（ 参见： 陈苇．《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正案（ 学者建议稿） ［G］/ / 陈苇． 中国继
社，
2013： 547 － 578； 陈苇． 外国继承法比较与中国民法典继承编制定研究［M］． 北京： 北京大
承法修改热点难点问题研究．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1． ） ； （ 6） “杨立新等学者建议稿”，以下简称“杨稿”（ 参见： 杨立新，杨震，等．《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
学出版社，
［J］．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2（ 5） ： 14 － 2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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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继承人和遗产债权人的利益。
当前，关于遗产清单制度内容的构成要件，我国学者的观点存在较大分歧，主要观点可以概括
为“三要件说”“四要件说”以及“五要件说 ”三种。“三要件说 ”认为该制度的内容包括制作遗产清
［2］
单的期间、内容与形式 。“四要件说”对于该制度的内容构成，又分为两种观点： 其一，认为其包括

制作主体与要求、制作时间、遗产清单制作对继承人的效力以及故意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法律后
［3］
果①； 其二，认为其包括制作主体与要求、遗产清单的补正、管辖法院以及法院的审理程序 。“五要

件说”认为该制度的内容包括制作主体与要求、制作时间、提交对象及查阅对象、遗产清单制作对继
［4］

承人的效力以及故意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后果

。目前在我国先后发表的六份继承法学者建议稿

中，除“梁稿”主张“四要件说”②外，其他五份学者意见稿都主张“五要件说 ”。其中争议的焦点问题
主要有： 一是遗产清单的制作主体与要求，遗产清单是由继承人或遗嘱执行人还是公证人等第三方
机构制作，以及是否应当要求在制作遗产清单时，有见证人在场见证且在程序上和内容上规定一定
的限制； 二是遗产清单的制作时间，包括遗产清单应从何时开始制作、制作期限如何以及是否可以
延长、延长期间的长短如何确定等； 三是遗产清单的提交对象及查阅对象，包括遗产清单是否需要
提交，应当向谁提交，查阅对象是谁，是否应赋予查阅人异议权； 四是遗产清单制作的效力，主要包
括对继承人的效力和对遗产债权人的效力； 五是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法律后果，包括非故意制作不
实遗产清单是否需要补正与故意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法律后果如何规定等。而如何规定我国遗产
清单制度内容的构成要件，是我国编纂《民法典继承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我们认为，遗产
清单制度是遗产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个系统的制度，只有构建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遗
产清单制度，才能引导遗产管理人依法履行制作职责，实现平等保护继承人利益与遗产债权人利益
［5］

的功能

。本文拟在考察遗产清单制度的起源与功能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相关立法的现状与不足，

剖析我国无条件限定责任继承制度的弊端，通过研究国外具有代表性的遗产清单制度的立法现状，
结合我国现实国情和学者建议稿进行评析，提出我国《民法典继承编》之遗产清单制度构建的设想，
以供立法机关参考。
一、遗产清单制度的起源与功能考察
（ 一） 遗产清单制度的起源
遗产清单，谓记载被继承人非专属于其本身之一切权利义务之簿册，即不独积极财产，消极财
［6］

产亦应记载，盖现代继承之目的，原系现代以因继承所得之资产偿还被继承人之债务也

。遗产清

单，又被称为遗产清册、财产目录。
在古罗马法时代，最初实行的是身份继承，继承人主要继承被继承人的人格，其被当作是被继
承人人格的延续。继承人在身份继承的同时，对被继承人的财产实行概括继承，即使负债超过资
产。后来，为了保护继承人的利益，大法官在审判实践中，通过赋予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权利和授予
其享有财产分离利益，在事实上确立了限定责任继承制度。公元 531 年，优帝一世规定继承人有权
2008（ 6） ： 122； 吴国平． 遗产继承中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探究［J］． 政
① 参见： 王丽萍． 债权人与继承人利益的协调平衡［J］． 法学家，
2013（ 2） ： 64．
法论丛，
制作时间、提交对象及可查阅对象、遗产清单制作的效力。
② “梁稿”主张内容包括： 遗产清单的制作主体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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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继承的遗产范围内偿还遗产债务，但是应依法对被继承人的财产制作遗产清单，此被称为“财
［7］
产清册利益” 。在当时，遗产清单制度的内容就包括制作主体与制作要求、制作时间、制作效力、
［8］

制作不实的后果

。至此，限定继承制度被正式确立，制作遗产清单成为承担限定继承责任的首要

前提条件。
至近现代社会，大陆法系不少国家的继承制度继受了古罗马的遗产清单制度，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了改进。现代遗产清单制度的主要内容包括遗产清单的制作主体与要求、制作时间、提交对象及
查阅对象、制作效力以及制作不实的法律后果等。 即遗产清单制度的内容是由一系列系统完整的
具体制度构成的，欠缺任何一项内容，都难以有效地发挥其功能。
（ 二） 遗产清单制度的功能
从前述遗产清单制度的主要内容可见，其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功能：
1． 限制清偿遗产债务责任财产的范围，保护继承人之利益
基于现代民法的“自己责任原则”，被继承人的遗产债务应当由自己承担清偿之责，故接受继承
的继承人只须在遗产范围内偿还被继承人的债务。所以，为保证以被继承人的遗产清偿其债务，依
法制作遗产清单是继承人选择实行限定责任继承的首要前提条件。 继承人通过清点遗产，依法定
的程序、内容及时间要求制作忠实的遗产清单，可以使自己固有的财产与被继承人的遗产实现分
离，
根据遗产清单的记载，以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承担对遗产债务的有限清偿责任。 其目的是限
制继承人清偿遗产债务责任的范围，使继承人不必以自己之固有财产清偿被继承人之债务，可以避
免使其家庭成员无法得到供养，从而保护继承人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利益。
2． 根据遗产清单依顺序和比例清偿遗产债务，保护遗产债权人的利益
根据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原则，继承制度应当平等地保护继承人和遗产债权人的利益。 虽然私
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但其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和限制，而在这些限制中，维护交易安全，促进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实现社会正义是其主要目的。目前，保护遗产债权人利益已经成为许多国
［9］

家继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体现了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 保护遗产债权人利益的原则应贯

穿继承法的始终，遗产清单制度则是体现此原则的制度之一。继承人制作遗产清单后，遗产利害关
系人有权进行查阅，并针对遗产清单提出异议，可以使与遗产有关的利害关系人，如被继承人的债
权人、受遗赠人、酌分遗产请求权人等各种遗产债权人知晓被继承人遗产的情况，有效防止侵害遗
产行为的发生。如果继承人制作不实的遗产清单，就要依法对遗产债务承担强制的无限清偿责任，
这有利于保障遗产清单的真实性、准确性，防止继承人侵吞、隐匿财产。另外，各种遗产债权人申报
债权后，继承人根据遗产清单依顺序和比例清偿遗产债务，有利于保障遗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及相
关第三人的利益，维护市场的交易安全。
综上，遗产清单制度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功能： 一是保护继承人及继承人家庭成员的利益； 二
是保护遗产债权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因此，遗产清单既是继承人行使继承权的基础，也是遗
［10］

产债权人的债权得以保障的凭证

。

二、我国限定责任继承制度的立法现状与不足
限定责任继承，可分为无条件的限定责任继承和有条件的限定责任继承。 前者是指继承人在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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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的价值范围内清偿被继承人债务而接受继承的单方法律行为

，但继承人无须制作遗产清单

和做出实行限定继承的声明，且即使有转移、隐藏财产的行为，也不丧失限定继承利益，不被依法强
制实行无限责任继承。此即为无条件的限定责任继承，如我国的立法例①。后者是指继承人须依法
做出限定继承的声明，并且在一定的期限内根据法律规定的方式制作遗产清单，在制作忠实、准确
的遗产清单后，继承人按照遗产清单的记载清偿遗产债务，承担限定清偿责任，此即有条件的限定
责任继承。如法国、日本、意大利、俄罗斯等国立法例②。 限定责任继承，又被称为以享有遗产清单
利益的方式接受继承、限定接受继承、限定继承。 在国外，继承人须依法制作遗产清单是实行限定
继承的首要前提条件。
（ 一） 我国限定责任继承制度的立法现状及我国《民法典继承编（ 草案二审稿） 》的规定
1． 我国《继承法》有关限定责任继承的规定
根据我国《继承法》第 33 条的规定，除放弃继承者无须承担遗产债务的清偿责任外，我国有两
种继承的类型： 一是无条件的限定继承，即继承人无条件地在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清偿遗产债
务的责任； 二是自愿的无限责任继承，即继承人自愿以其个人财产承担超过遗产实际价值的遗产债
务之清偿责任。也就是说古罗马法确定的“遗产清单利益 ”，在我国享受此利益无须做出限定继承
的声明、无须制作遗产清单，即我国实行的是无条件的限定继承。但是，从限定继承的起源看，其以
依法制作忠实的遗产清单为首要前提条件。 而我国在设立限定继承制度时，却没有同时设立遗产
清单制度，这导致过度保护部分继承人的利益，有可能损害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与现代继承法平等
保护继承人利益和遗产债权人利益的原则相悖。
2． 我国《民法典继承编（ 草案二审稿） 》有关限定责任继承的规定
2019 年 7 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公布的《民
针对我国 1985 年《继承法》欠缺遗产清单制度的缺陷，
法典继承编（ 草案二审稿） 》第 926 条规定： “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 一 ） 清理遗产并制作
遗产清单； （ 二） 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 （ 三） 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 （ 四 ） 处理被继承人的债
权债务； （ 五） 按照遗嘱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 （ 六 ） 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可见，该草案已规定将制作遗产清单作为遗产管理人的职责之一，但却未将制作遗产清单规定为实
行限定继承的首要前提条件。不仅如此，对于继承人是否应当制作遗产清单，其应当如何制作遗产
清单，如其不制作遗产清单及制作不实的遗产清单会承担何种后果等问题，该草案也均无规定。换
言之，该草案仍然沿用我国《继承法》的现行规定，继续实行无条件的限定责任继承制度。
（ 二） 我国无条件限定责任继承制度的弊端
如前文所述，限定责任继承制度的功能，就是要实现对继承人的利益与遗产债权人利益的平等
［9］79

保护。我国无条件限定继承制度虽然体现了民事责任自负、民事主体人格独立的精神

，但是却

偏重于保护继承人的利益。因为在无条件限定继承的情况下，实际掌握遗产的继承人最为了解遗

①

我国《继承法》第 33 条规定： “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

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偿
还责任。”
2010．） ； 《日本民法典》第 924、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② 参见： 《法国民法典》第 787 － 791 条（ 参见： 法国民法典［M］． 罗结珍，
490 条（ 参见： 意大利
927 条（ 参见： 日本民法典［M］． 刘士国，牟宪魁，杨瑞贺，译． 北京：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8．） ； 《意大利民法典》第 484、
2004．） ；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1172、
1175 条（ 参见：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
民法典［M］． 费安玲，丁玫，张宓，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M］． 黄道秀，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德国制作遗产清单并不意味着承担限定责任，继承人要对遗产债
务承担限定责任，需要进行遗产管理或者开启遗产破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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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状况，遗产债权人可能对遗产的状况不了解或根本无法了解，其是否能够就遗产实际价值公平
受偿就完全依赖于继承人的诚信行为。如果继承人有转移、隐藏等侵害遗产的行为，难免会损害遗
产债权人的利益。
目前，我国法学界有不少学者对我国现行的无条件限定继承制度提出了质疑。例如，有些学者
指出，其可能严重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因为无论继承人是否做出接受继承的意思表示，其都没有义
务编制遗产清单。甚至是继承人已经处分、消费或者隐匿遗产，其所享有的限定继承利益都不会丧
［12］

失

。这样的规定漠视了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与民法中的公平、正义之理念相违背［13］。 有些学者

分析指出，虽然我国实行无条件限定继承制度不会增加继承人的负担，可以防止“父债子还 ”的现象
发生，但是它忽视了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①。有些学者认为，我国《继承法》第 33 条在引入限定继承
制度时，只是片段化地确认了限定继承的效力，省略了编制遗产清册这一限定继承制度实施的必要
［14］

条件，这导致了限定继承制度在我国徒有其表

。总之，由于我国对限定责任继承制度没有设立以

依法制作遗产清单作为其首要前提条件的规则，这不仅可能损害遗产债权人的利益，还可能导致在
共同继承时部分共同继承人的利益受到侵害。 从我国司法实践看，欠缺遗产清单制度已产生了以
下弊端：
1． 欠缺遗产清单制度可能会损害遗产债权人的利益
一般情况下，继承人对被继承人的遗产最为清楚，并且其很可能在第一时间知晓被继承人死亡
的事实，因继承人不管是否隐匿遗产其承担的都是有限清偿责任，这就会导致有部分继承人在被继
［2］161 － 162

承人去世之后故意隐匿遗产，使得遗产债务无法得到清偿

。从司法实践看，我国无条件限定

责任继承制度的这一弊端从一些案例中得到了证明。例如，在“王某诉赵某某、徐某等被继承人债
务清偿纠纷案”②中，经过法院查明，被继承人徐某除已经查明的房产外，其还有其他房产、车辆等遗
产。但是，继承人赵某某、徐某却未在遗产的价值范围内承担债务清偿责任。 在原告王某起诉后，
法院依法判决继承人赵某某等在前述法院审理查明的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偿还债务，以保护遗
产债权人王某的利益。由此可见，由于我国未设立遗产清单制度，若原告没有起诉至法院，则其很
难查明被继承人的其他遗产，导致其遗产债权无法受清偿而受到损害。相反，如果设立遗产清单制
度，则遗产债权人通过查阅遗产清单便可以清楚地了解被继承人的遗产状况，进而可以就遗产的实
际价值求偿。
2． 欠缺遗产清单制度可能会侵害部分共同继承人的利益
我们通过在“无讼”网上搜索关于继承人隐匿遗产的案件时发现，对此类案件，法院都是根据
1985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 59 条③ 的规定
进行判决，即如果继承人有隐匿遗产的行为，只是判决该隐匿遗产的继承人少分遗产。例如，在“王
某 1、李某 1 继承纠纷案”④中，继承人将被继承人的住房公积金和部分存款擅自转入自己的账户，对
此行为，法院认为其构成隐匿财产，最后判决“因其客观上确实存在故意隐匿、侵吞遗产的行为，侵

2012（ 5） ： 61； 冯乐坤．
——对《继承法修正草案建议稿》的展开［J］． 北方法学，
① 参见： 孙毅． 继承法修正中的理论变革与制度创新—
2014（ 5） ： 113．
限定继承的悖理与我国《继承法》的修正［J］． 政法论丛，
② 参见： 合水县人民法院（ 2017） 甘 1024 民初 350 号民事判决书。
侵吞或争抢遗产
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 59 条规定： “人民法院对故意隐匿、
的继承人，可以酌情减少其应继承的遗产。”
④ 参见： 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 鲁 11 民终 626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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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了其他共同继承人的合法权益，法院在综合考虑本案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减少上诉人分得上述两
项遗产的比例，判决其分得相应遗产的 40% ”。 由此可见，根据我国司法解释对于隐匿财产的继承
人应当少分遗产的规定，法院只是判决该继承人少分遗产，但其并不承担无限清偿被继承人债务的
强制无限责任继承之后果。我们认为其违法成本过低，不利于预防掌握遗产的部分继承人实施侵
害其他共同继承人利益的行为。如果我国设立遗产清单制度，规定继承人在制作遗产清单时隐匿
财产的，就强制其对遗产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这将有利于预防此种行为的发生。
三、遗产清单制度之国外立法现状的考察与评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以下，我们拟对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大陆法系国家遗产清单制度的基本
内容，包括遗产清单的制作主体与要求、遗产清单的制作时间、遗产清单的提交对象及查阅对象、遗
［15］

产清单制作的效力以及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法律后果等

进行考察，并结合我国现实国情和我国

继承法学者建议稿及部分学者有关遗产清单制度的观点进行评析。
（ 一） 国外遗产清单的制作主体与要求之考察与评析
1． 国外遗产清单的制作主体与要求之考察
（ 1） 遗产清单的制作主体
关于制作遗产清单的主体，国外立法主要分为三种情形： 一是，继承人是唯一的制作主体，如意
大利

①。

二是，继承人、遗嘱执行人或公证员均为制作主体。 如日本规定，继承人欲做出限定承认，

需要制作遗产清单； 另外，遗嘱执行人在继承人提出请求时，须在继承人见证下做成财产目录，或者
由公证员做成。德国则规定，继承人可以编制遗产清单，但须向有管辖权的机关或主管公务员或公
证员请教②； 另外，继承人可以申请法院编制遗产清单，法院委托公证员为之③。三是，规定只能是继
承人以外的机构人员才能为制作主体。如法国规定为司法拍卖评估人、执达员或公证员； 瑞士为主
管机关，但须由继承人向主管机关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提出申请； 俄罗斯规定由公证员进行编制，
同时要有两名见证人在场④。
（ 2） 遗产清单的制作要求
关于遗产清单的制作要求，从国外立法看，主要分为程序上的要求和内容上的要求。
第一，程序上的要求如下：
一是，须做出限定继承的声明。法国、日本规定，继承人实行限定继承，应当向法院做出限定继
承的声明⑤。意大利规定，选择承担限定继承责任的继承人，应当向公证员或者法院做出限定继承
的声明，并且将此声明放入由该初审法院保管的继承登记册中，由初审法院的书记员负责将该声明
进行登记⑥。瑞士规定，继承人应当做出按公示财产目录接受继承的声明⑦。

①
②
③

参见： 《意大利民法典》第 485 条。
2015． ）
参见： 《德国民法典》第 2002 条。（ 参见： 德国民法典［M］． 4 版． 陈卫佐，译注． 北京： 法律出版社，
参见： 《德国民法典》第 2003 条。

580 条（ 参见： 瑞士民法典［M］． 戴永盛，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④ 参见： 《法国民法典》第 789 条第 2 款； 《瑞士民法典》第 570、
2016．） ； 《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1172 条第 2 款。
社，
788 条，《日本民法典》第 924 条。
⑤ 参见： 《法国民法典》第 787、
第 485 条。
⑥ 参见： 《意大利民法典》第 484 条、
⑦

参见： 《瑞士民法典》第 58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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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遗产清单的制作方式。其制作方式主要有三种： 其一，制作遗产清单需要由继承人做出
代替宣誓的保证。如德国规定，继承人在编制遗产清单后，根据遗产债权人的请求，应当对遗产清
单的完整性做出代替宣誓的保证： 本继承人已根据自己所知，竭尽所能地就遗产标的做出完备的说
明①。其二，须有公证员或者见证人在场。如德国法规定继承人在制作遗产清单时，必须要有管辖
权的机关或主管公务员或公证员协助； 日本的遗嘱执行人应在继承人的见证下制作继承财产目录，
并交付继承人，或者是由公证员完成； 俄罗斯则规定须由两名见证人在场②。其三，继承人的答询或
报告义务。德国规定，在官方编制遗产清单时，继承人有义务答复对于编制遗产清单为必要的询
问③。瑞士规定，主管机关编制遗产清单时，被继承人财产状况的知情人有依主管机关的要求，报告
其所知情内容的义务，并对其报告内容负责。 特别是继承人应将其知悉的被继承人的债务报告主
管机关④。
三是，发出通知和公告催告遗产利害关系人申报对遗产的权利。 法国、德国、瑞士、日本、意大
利都规定，在制作遗产清单时需要进行通知和公告，使未知的遗产债权人或者受遗赠人申报对遗产
的权利。如法国规定，继承人在做出限定继承的声明并在国内进行公示后，遗产债权人要从公示日
起 15 个月内报明债权⑤。德国规定，继承人可以以公示催告的方式催告遗产债权人申报债权⑥。日
本则规定，限定继承人须在做出限定承认后 5 日内，对所有遗产债权人及受遗赠人做出遗产权利人
应于一定期间内申报其权利为意旨的公告。在此情形，申报期间不能少于 2 个月。并且，公告应刊
登在官方报刊上。在公告中须附记以遗产债权人及受遗赠人未于其期间内申报时应从清偿中被排
除为意旨的内容。但是，限定继承人不得排除其知悉的遗产债权人及受遗赠人，限定继承人须对其
知道的遗产债权人及受遗赠人分别进行报告⑦。瑞士规定，主管机关在编制遗产清单时，应同时发
布公告，催告债权人、债务人申报债权和债务。 在公告中应特别提请债权人注意未申报债权的后
果⑧。意大利规定，继承人应当在 1 个月内通知其已知的债权人申报债权，并且应将申报债权的通
知刊登在省级法律公报上⑨。
四是，将遗产清单进行公示。如法国规定，继承人存交遗产清单，应当在国内进行公示，具体方
瑠
。
式可以经电子途径公示瑏

第二，内容上的要求如下：
瑡。
瑏
德国规定，遗产清
法国规定，清单应对资产与负债的每一项构成内容与数额逐项作出估计

单应完整地说明在继承开始时所存在的遗产标的和遗产债务，并且应包含对遗产标的详细情况的

①
②
③
④

参见： 《德国民法典》第 2006 条。
参见： 《德国民法典》第 2002 条，《日本民法典》第 1011 条，《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1172 条第 1 款。
参见： 《德国民法典》第 2003 条。
参见： 《瑞士民法典》第 581 条。

792 条。
参见： 《法国民法典》第 788、
参见： 《德国民法典》第 1970 条； 雷纳·弗兰克，托比亚斯·海尔姆斯． 德国继承法［M］． 6 版，王葆莳，林佳业，译． 北京： 中国政法
2015： 178．
大学出版社，
⑤
⑥

⑦
⑧
⑨

瑠
瑏
瑡
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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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日本民法典》第 927 条。
582 条。
参见： 《瑞士民法典》第 581、
参见： 《意大利民法典》第 498 条。
参见： 《法国民法典》第 788 条第 2 款、第 790 条第 2 款。
参见： 《法国民法典》第 78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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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但以为确定价额而有必要这样做为限，同时包含对价额的说明①。瑞士则规定，主管机关在编
制遗产清单时，应将遗产或遗产债务分项列记，并逐项标明其估价②。
2． 国外遗产清单的制作主体与要求之评析
前述国家遗产清单制作主体的不同点有： 遗产清单的制作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以继承人、遗
嘱执行人即自然人为主，如德国、日本、意大利； 另一类以公证机构人员或法院等国家公权力机关为
主，如法国、瑞士、俄罗斯。此外，德国规定继承人也可以请求法院进行官方编制。
前述国家遗产清单制作要求的相同点为： 一是都规定在制作遗产清单前须做出限定继承的声
明，如法国、瑞士、日本、意大利。二是关于制作方式，由继承人、遗嘱执行人和公证人制作的遗产清
单须有人在场见证，如日本、俄罗斯。 三是法国、德国、瑞士、日本、意大利都规定，在制作遗产清单
时需要进行通知和公告，使未知的遗产债权人或者受遗赠人申报对遗产的权利。
前述国家遗产清单制作要求的不同点有： 第一，程序上的要求不同。首先是关于做出限定继承
的声明，前述六国除俄罗斯、德国未规定外，瑞士规定为做出以公示财产目录接受继承的声明，其余
三国规定的做出限定继承声明的时间不同。法国、日本规定相关声明须在制作遗产清单前做出； 意
大利则可在遗产清单制作前，或最迟在遗产清单完成之日起 40 日内做出声明。其次是关于遗产清
单的制作方式，德国要求继承人必须进行宣誓的保证，日本规定遗嘱执行人在制作遗产清单时必须
有继承人在场见证，俄罗斯规定必须有见证人在场。 在官方编制时，德国、瑞士要求继承人负有答
询或报告遗产情况的义务。再次是关于发出通知和公告催告遗产利害关系人申报对遗产的权利，
前述六国中，只有日本、意大利对继承人发布通知和公告的时间进行了限制，日本规定为 5 日，意大
利为 1 个月内，并且必须将该通知刊登在一定级别的官报上。此外，日本、瑞士规定，继承人在发布
通知和公告催告债权时，应注意提醒遗产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后果。 从地域上看只有法国规定必
须将遗产清单在国内进行公示。第二，内容上的要求不同。关于内容的要求，只有法国、德国、瑞士
做出了规定，并且三国均规定遗产清单应当说明遗产和债务的数量、种类、价值等内容。
我们认为，日本的遗产清单制作主体以继承人、遗嘱执行人为主，辅以公证员，即继承人、遗嘱
执行人、公证员均为制作主体，值得我国借鉴。 从我国继承法的诸学者建议稿看，“梁稿”“王稿 ”
“杨稿”均规定制作主体为遗产管理人（ 包括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 ③。根据我国《民法典继承编 （ 草
案二审稿） 》之规定，制作遗产清单是遗产管理人的职责。继承开始后，遗产管理人由遗嘱执行人或
继承人或由数名继承人共同担任； 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
民政部门或者村委会担任④。因为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更清楚被继承人的遗产，这样有利于及时地
制作遗产清单，尽早确定遗产标的的范围，可以保护继承人与遗产债权人的利益。而前述法、瑞、俄
等国的制作主体以公证机构的公证员或法院、主管机关等国家机关为主，虽有利于保证制作忠实准
确的遗产清单，但机构作为制作主体的成本较高，不适合人口众多的我国。 故从我国实际出发，遗
产清单的制作主体应主要包括继承人、遗嘱执行人等遗产管理人，也可聘请公证人员制作。

参见： 《德国民法典》第 2001 条。
参见： 《瑞士民法典》第 581 条第 1 款。
2005 条，“王稿”第 551 条，“杨稿”第 78 条。
③ 参见： “梁稿”第 2002、
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 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
④ 《民法典继承编（ 草案二审稿） 》第 924 条规定： “继承开始后，
①
②

选遗产管理人； 继承人未推选的，由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 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
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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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遗产清单的制作要求，我们认为，首先从程序上看，前述法国、日本、意大利的规定值得借
鉴。因为一项意思表示只有通过外部行为表示出来（ 即公示） ，才具备了社会的属性，获得社会的承
［16］

认，
即法律只保护表示于外部的意思

。一是，关于做出限定继承声明的时间，前述法国、日本规定

须在制作遗产清单前做出声明，这值得我国借鉴。因为，继承人在制作遗产清单前做出限定继承声
明，有利于限制其遗产债务清偿责任的范围。二是，要求继承人在一定期限内将限定继承的声明通
知和公告遗产债权人，有利于遗产债权人及时申报债权，如法国、德国、瑞士、日本、意大利。 其中，
日本在继承人做出限定继承声明后 5 日内须发出通知和公告催促遗产债权人在指定期限内申报遗
产债权，并在通知和公告中特别说明未按时申报债权的后果，这有利于保护遗产债权人的利益，日
本立法的可操作性强，值得我国借鉴。法国规定将遗产清单进行公示，我们认为我国可以通过设立
遗产债权人对遗产清单的查阅权来实现其知情权，而不需要在全国公示。因为，将遗产清单在全国
公示不符合中国民众“财不露白 ”这一保护财产隐私的习惯，且其经济成本较高不适合中国国情。
三是，对于遗产清单制作的监督方式，德国由继承人进行的代替宣誓的保证有可能并不能保障遗产
清单的真实性、准确性； 而日本、俄罗斯由公证员或者见证人在场见证则能够起到监督作用，有利于
保障遗产清单制作的真实性、准确性，值得我国借鉴。 从我国继承法诸学者建议稿看，“张稿”“陈
稿”均规定，制作遗产清单应该有公证员或者见证人在场①。
其次，关于遗产清单的内容要求，德国、瑞士规定遗产清单的内容应当具体说明被继承人的遗
产标的的数量、价值和遗产债务，这同样值得我国借鉴。它有利于明确被继承人遗留的遗产和遗产
债务的种类、数量和价值，确保遗产债权人和受遗赠人清晰地了解遗产的真实状况，也便于其对限
［3］99

定继承人的行为进行监督

，有利于平等保护继承人与遗产债权人各自的利益。

（ 二） 国外遗产清单的制作时间之考察与评析
1． 国外遗产清单的制作时间之考察
（ 1） 遗产清单制作期间的起算点
关于遗产清单制作期间的起算点，法国规定，遗产清单自继承人提出以净资产的方式接受继承
的声明之日起算②。德国规定，根据遗产清单制作期间的指定时间不同，其期间的起算点也不同。
一般情况下，遗产清单的制作期间，自指定期间的裁定被送达时起算。该期间在接受遗产之前被指
定的，自接受遗产时起才起算③。瑞士规定，继承人应当在知悉被继承人死亡时起 1 个月内以书面
或者口头的方式，向主管机关提出制作遗产清单的申请④。日本规定，继承人须在其知道继承开始
之时请求遗产法院制作遗产清单⑤。意大利规定，制作遗产清单期间的起算点因继承人是否占有遗
产而不同，占有遗产的人，应当自继承开始之日或者自知悉遗产分配之日起编制遗产清单； 未占有
遗产的人，自做出限定继承的声明之日起编制遗产清单⑥。
（ 2） 遗产清单制作期间的确定方式
关于制作遗产清单的确定方式分为两种： 其一，制作遗产清单的时间由法律直接规定，如法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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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意大利、日本和俄罗斯①； 其二，制作遗产清单的时间由法院进行指定，如德国②。
（ 3） 制作遗产清单的期限长短
遗产清单的制作时间，可以根据适用于一般情况或特殊情况，分为一般期间与特殊期间。对于
一般期间，法国为 2 个月，德国规定编制遗产清单的最短期间为 1 至 3 个月，瑞士、意大利、日本均为
3 个月，俄罗斯为 6 个月至 9 个月③。对于特殊期间，瑞士、俄罗斯未规定。法国规定，继承人如能证
明其有正当原因推迟存交遗产清单，可向法官申请延长期限，在此情况下，自提出延长期限的申请
开始，一般期间中止④。德国规定，根据继承人的申请，遗产法院可以依其裁量对制作遗产清单的时
间予以延长⑤。日本规定，家庭法院可以根据利害关系人或者检察官的请求予以延长⑥。 意大利规
定，继承人未能在法定期限内完成遗产清单编制的，可以向法院申请延期。 一般情况下，延期不得
超过 3 个月，但有特殊情况的除外⑦。
2． 国外遗产清单的制作时间之评析
前述国家遗产清单制作时间的相同点为： 一是，除瑞士、俄罗斯没有规定特殊期间外，法国、德
国、日本、意大利都将制作遗产清单的期间分为一般期间与特殊期间； 二是，关于制作期间的确定方
式，除德国由法院指定外，其余五国都由法律直接规定。 前述遗产清单制作时间的不同点主要有：
一是，遗产清单制作时间的起算点不同。 关于起算点，除俄罗斯没有规定外，法国为继承人提出限
定继承的声明之日； 日本、瑞士为被继承人死亡之时，即继承开始之日； 德国根据法院指定期间的不
同而不同，一般情况下，自指定期间的裁定被送达之时； 意大利则根据继承人是否占有遗产，其起算
点也有所区别。二是，制作遗产清单期间的长短不同。对于一般期间，德国为 1 至 3 个月，法国为 2
个月，瑞士、意大利、日本均为 3 个月，俄罗斯为 6 个月至 9 个月。 对于特殊期限，法国规定可以延
长，但没有明确规定延长的时间，德国、日本由法院自由裁量，意大利一般情况下为最长 3 个月，瑞
士、俄罗斯无规定。三是，延长期间的请求权主体不同。 其中，德国、意大利都由继承人申请延长，
而日本则规定利害关系人、检察官均可以请求家庭法院予以延长，其请求权主体的范围更宽泛。
综上，关于遗产清单制作时间的起算点，我们认为，日本、瑞士自继承人知道继承开始时起算值
得我国借鉴。从我国继承法诸学者建议稿看，“梁稿”“王稿”“陈稿 ”均规定为继承人知道继承开始
时计算⑧。因为，继承人自知道继承开始之时制作遗产清单，可以马上了解遗产和债务的实际状况，
以便及时做出接受继承或者放弃继承的决定，这既有利于保护继承人的利益，也可以保障遗产债权
人的债权及时得到清偿，保护遗产债权人的利益。
关于制作遗产清单期间的确定方式，我们认为，前述法、瑞、意、日、俄规定由法律直接规定的方
式值得我国借鉴。从我国继承法诸学者建议稿看，前述六份学者建议稿对于遗产清单的期间都主

①

924 条，《意大利民法典》第 485 条，《俄罗斯联邦民
参见： 《法国民法典》第 790 条，《瑞士民法典》第 580 条，《日本民法典》第 915、

法典》第 1171 条第 4 款。
② 参见： 《德国民法典》第 1994 － 1995 条。
《德国民法典》第 1995 条，《瑞士民法典》第 580 条，《意大利民法典》第 485 条，《日本民法典》第
③ 参见： 《法国民法典》第 790 条，
915、
924 条，《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1171 条第 4 款。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 《法国民法典》第 790 条。
参见： 《德国民法典》第 1995 条。
参见： 《日本民法典》第 915 条。
参见： 《意大利民法典》第 495 条。
参见： “梁稿”第 2017 条，“王稿”第 652 条第 1 款，“陈稿”第 7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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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由法律直接作出规定①。而德国规定将此交由法院自由裁量，并不适合我国国情。因为法律直接
规定制作遗产清单的时间，可以使继承人在法定期限内及时编制遗产清单。 且我国是一个人口大
国，如由法院根据个案一一指定制作遗产清单的时间，不仅会增加当事人的讼累，还会使法院不堪
重负。
关于遗产清单制作的期限，我们认为，对于一般期间，前述德国、瑞士、意大利、日本等国规定的
3 个月期间值得我国借鉴。从我国继承法诸学者建议稿看，“梁稿”“王稿 ”都规定遗产清单的制作
期限为 3 个月②。对于特殊期间，如果遗产分散在各地，要在 3 个月内调查清楚，在遗产清单中逐项
列明并非易事，所以应当允许在特殊情况下予以延长。一是对于延长期间的长短，意大利的规定较
为合理，值得我国借鉴。从我国继承法诸学者建议稿看，“陈稿”规定遗产清单制作的延长期间不得
超过 3 个月③。因为，遗产清单之功能是为平等保护继承人与遗产债权人双方的利益，如果不对延
长期间进行法定限制，将其交给法院自由裁量，有可能会导致制作遗产清单的时间过长。随着时间
的流逝，有的遗产已经被转移，甚至灭失，不利于保护遗产债权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 二是对
于延长期间的申请主体，应将延长期限的请求权赋予有权制作遗产清单的主体，而不宜将此权利赋
予此类主体之外的人，日本的此类申请主体的范围较为宽泛，很可能会导致权利滥用，造成继承人
不能按时完成遗产清单的制作。
（ 三） 国外遗产清单的提交及查阅对象之考察与评析
1． 国外遗产清单的提交及查阅对象之考察
关于遗产清单的提交对象，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均规定，遗产清单制作后应当提交给法
院④。俄罗斯则规定由公证员收集遗产信息和资料后通知遗嘱执行人和继承人⑤。
关于遗产清单的查阅对象，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四个国家做出了规定，其中法国规定，遗产
的债权人与受遗赠人，经提出证明文书，可以查阅遗产清单并取得复印件⑥。 而德国、瑞士、意大利
都规定遗产的利害关系人有权查阅遗产清单⑦。并且，意大利还规定，利害关系人在查阅遗产清单
后可以提出异议。在遗产债权人或受遗赠人提出异议时，继承人不能对遗产债务进行单独清偿，而
应当为全体遗产债权人和受遗赠人的利益进行清算。 如果债权人或受遗赠人提出异议，继承人没
有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完成清算或者编制清偿顺序表，则丧失遗产清单利益⑧。
2． 国外遗产清单的提交及查阅对象之评析
前述国家有关遗产清单的提交及查阅对象的相同点为： 关于提交对象，除瑞士无规定外，俄罗
斯须提交给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四国都提交给法院。 关于查阅对象，除
日本、俄罗斯没有规定外，其余四国都做了规定。前述国家遗产清单的提交及查阅对象的不同点主
要体现为遗产清单的具体查阅对象不同，法国为遗产债权人与受遗赠人，德国、瑞士、意大利为利害

“徐稿”第一分编第 88 条、第四分编继承法第 323 条第 1 款，“王稿”第 652 条第 1 款，“张稿”第 16 条，
① 参见： “梁稿”第 2017 条，
“陈稿”第 70 条，“杨稿”第 78 条。
“王稿”第 652 条第 1 款。
② 参见： “梁稿”第 2017 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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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人。同时，法国要求必须出示对遗产相关权利的证明，意大利则进一步规定在查阅之后可以提
出异议权。
综上，关于遗产清单的提交对象，我们认为，前述法、德、日、意的提交对象为法院，这不适合我
国国情。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继承人将遗产清单都提交到法院，无疑会增加法院的办案
压力； 而俄罗斯规定由公证员制作遗产清单提交给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具有合理性，这便于他们根
据清单清偿遗产债务。但一律由公证员来制作遗产清单，会增加民众负担，并不可取。 因此，遗产
清单如是由继承人、遗嘱执行人等遗产管理人制作的，可以向其他继承人提交副本，以便让其知道
被继承人遗留的债权债务及其他财产情况，由继承人自愿选择是否接受继承或接受何种类型 （ 有限
与无限） 责任的继承。
关于遗产清单的查阅对象，我们认为，法国规定凡遗产的利害关系人 （ 遗产的债权人与受遗赠
人） 经出示对遗产权利的证明如欠条等，均有权查阅遗产清单的立法值得我国借鉴。它有利于保证
利害关系人行使异议权，进而保障遗产清单的真实性、准确性。从我国继承法诸学者建议稿看，“徐
稿”“张稿”“杨稿”均规定，利害关系人可以对遗产清单提出异议，并且“张稿 ”明确规定了利害关系
人的范围①。此外，关于遗产清单查阅人提出异议后的救济方式，德国规定遗产清单制作人非故意
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应予补正②，该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因为，如果只是赋予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
的权利，但此权利没有相应的补正救济措施进行保障，该异议权则形同虚设，仍然无法起到保障遗
产清单准确性的作用。
（ 四） 国外遗产清单制作的效力之考察与评析
1． 国外遗产清单制作的效力之考察
关于制作遗产清单的效力③，分为对继承人的效力和对遗产债权人的效力。 法国、德国、日本、
意大利、瑞士、俄罗斯的相关规定如下：
（ 1） 遗产清单制作对继承人的效力
关于制作遗产清单对继承人的效力，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遗产债务承担有限清偿责任。法国、日本、意大利、俄罗斯都规定依法制作遗产清单并
声明有限继承的，继承人按照遗产清单的记载对遗产债务承担有限清偿责任④。但是，德国、瑞士则
不同。如德国规定，遗产清单已经被及时编制完成的，在继承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上，推定除遗
产清单记载的遗产标的物之外，在继承开始时已经不存在其他的遗产标的物。 必须已申请遗产管
理命令或已开始遗产支付不能程序的，继承人对遗产债务的清偿责任才能限于遗产。 即仅有遗产
清单的制作并不产生限定继承责任的效力⑤。瑞士规定，凡依法制作遗产清单后，无论继承人是否
声明按财产目录接受继承，继承人对记载于财产目录的债务均要以遗产和继承人的固有财产承担
无限清偿责任； 但继承人也可以请求实行官方清算，从而对被继承人的遗产债务承担有限清偿

①
②

参见： “徐稿”第四分编继承法第 323 条第 3 款、第 350 － 351 条，“张稿”第 22 条，“杨稿”第 79 条。
参见： 《德国民法典》第 2005 条。

在此部分主要是指制作忠实、准确的遗产清单的效力。
参见： 《法国民法典》第 791 条，《日本民法典》第 929 条，《意大利民法典》第 490 条第 2 款，《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1175 条。
1990、
2009 条； 雷纳·弗兰克，托比亚斯·海尔姆斯． 德国继承法［M］． 6 版，王葆莳，林佳业，译． 北
⑤ 参见： 《德国民法典》第 1975、
2015： 183．
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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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①。
第二，制作遗产清单期间，停止处理债权债务。法国、德国、瑞士、日本、意大利五国都规定在制
作遗产清单期间，继承人有权拒绝清偿遗产的债务②。
第三，未按照规定制作遗产清单的效力。 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四国都规定，不制作或未在
法定期限内制作遗产清单的，则应当对遗产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③。
第四，共同继承的效力。德国规定，共同继承人之一制作的遗产清单，也对其余的继承人有效，
但以他们对遗产债务的责任不是无限责任为限④。意大利规定，即使遗产清单是由另一个有权取得
遗产的人编制的，但是任何按遗产清单的方式接受继承的声明均对全体有权取得遗产的人有效⑤。
（ 2） 遗产清单制作对遗产债权人的效力
关于对遗产债权人的效力，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法定期限内申报债权的效力。 法国、日本、意大利、俄罗斯四国都规定，遗产债权人在通
知和公告期内申报债权的，应当在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受偿，但有担保的遗产债务不受是否在法定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影响⑥。德国规定，遗产债权人在法定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能就遗产实际价值
受偿，也可能就遗产及继承人的固有财产受偿⑦。瑞士规定，遗产债权人在法定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可以就遗产及继承人的固有财产受偿⑧。
第二，未在通知和公告期内申报债权的效力。 法国、瑞士规定，未在法定期限内申报的遗产债
权视为消灭，此债务不予受偿⑨。而德国、日本则规定，未在法定期限内申报的债权，可就清偿完所
瑠。
瑏
有申报的遗产债务后的剩余财产受偿

2． 国外遗产清单制作的效力之评析
前述国家遗产清单制作效力的相同点有： 第一，在对继承人的效力方面。 一是，除瑞士、德国
外，其余四国都规定制作忠实的遗产清单，继承人以清单记载的财产为限对遗产债务承担有限清偿
责任。二是，除俄罗斯未规定外，其余五国都规定在遗产清单制作期间，停止处理与遗产有关的债
权债务。三是，前述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四国均规定继承人未依法制作遗产清单的，视为继承
人自愿对遗产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 第二，在对遗产债权人的效力方面。 除德国、瑞士外，其余
四国都规定在法定期限内申报的债权，在遗产清单记载的遗产范围内受偿。
前述国家遗产清单制作效力的不同点有： 第一，在对继承人的效力方面。 一是，遗产清单的制
作效力不同。德国规定，继承人仅仅制作遗产清单并不产生限定继承人责任的效力。瑞士规定，将
遗产清单作为清偿遗产债务的根据，对于未记载于清单的债务不予清偿，但已记载在清单的遗产债

参见： 《瑞士民法典》第 589 条。
参见： 《法国民法典》第 792 － 1 条第 1 款，《德国民法典》第 2014 － 2015 条，《瑞士民法典》第 586 条，《日本民法典》第 928 条，《意
大利民法典》第 498 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 《法国民法典》第 790 条第 3 款，《德国民法典》第 1994 条，《日本民法典》第 921 条，《意大利民法典》第 485 条。
参见： 《德国民法典》第 2063 条。
参见： 《意大利民法典》第 510 条。
参见： 《法国民法典》第 796 条，《日本民法典》第 929 条，《意大利民法典》第 490 条第 3 款，《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1175 条。
2000、
2009 条。
参见： 《德国民法典》第 1975、

参见： 《瑞士民法典》第 589 条。
2 款。
参见： 《法国民法典》第 792 条，《瑞士民法典》第 590 条第 1、
《德国家事事件暨非诉事件程序法》第 458 条第 1 款（ 参见： 雷纳·弗兰克，托比亚斯·海尔姆

瑠 参见： 《德国民法典》第 2009 条，
瑏
2015： 178） ； 《日本民法典》第 935 条。
斯． 德国继承法［M］． 6 版，王葆莳，林佳业，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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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由继承人承担无限清偿责任。但德国如申请遗产管理或遗产支付不能程序的，则继承人仅以遗
产为限承担清偿责任； 瑞士如申请官方清算的，则由主管机关以遗产为限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而
其他四个国家都规定，继承人制作遗产清单后，根据遗产清单的记载，对遗产债务承担有限清偿责
任。二是，是否规定一个人制作遗产清单对其他人产生效力，德国、意大利规定继承人之一制作遗
产清单，对其他继承人也产生效力，其余四国未规定。第二，在对遗产债权人的效力方面。一是，德
国、瑞士规定遗产债权人申报债权的，不仅可以在遗产价值范围内受偿，还可以就继承人的固有财
产受偿。但德国已申请遗产管理或遗产支付不能程序的、瑞士已申请官方清算的除外 （ 即此时对遗
产债务只承担有限清偿责任） 。二是，未在通知和公告期内申报债权的，债务视为消灭，如法国、瑞
士之规定，而德国、日本规定为只能就剩余财产受偿。
综上，关于制作遗产清单对继承人的效力，我们认为，首先，除德国、瑞士外，前述四国以依法制
作遗产清单为首要前提条件，继承人对遗产债务以遗产清单记载的遗产为限承担有限清偿责任的
立法，既能保护继承人的利益，也能保护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体现了现代民法之平等保护的立法价
值取向。从我国继承法诸学者建议稿看，“梁稿”“徐稿”“王稿”“张稿”“陈稿”“杨稿 ”均规定，继承
人在依法制作忠实、准确的遗产清单后，对遗产债务承担有限清偿责任①。其次，除俄罗斯没有规定
外，前述五国均规定在制作遗产清单期间，应停止清偿遗产债务，这有利于保护所有债权人的利益。
再次，德国、意大利规定，一个继承人提交遗产清单，对全体共同继承人发生效力。对此，“张稿”“陈
稿”亦有规定。这既可以节约制作遗产清单的人力，也有利于保护全体共同继承人的利益。以上三
方面的国外立法经验均值得我国借鉴。
关于遗产清单制作对遗产债权人的效力，我们认为，首先，对于已申报的债权之效力，前述法
国、日本、意大利、俄罗斯均规定，依据遗产清单记载的遗产为限清偿遗产债务，该做法值得我国借
鉴。其次，对于未在法定期限内申报的债权的效力，德国、日本规定此时就清偿已申报债权后剩余
的遗产受偿较为合理，该做法同样值得我国借鉴。 因为，即便遗产债权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报债
权，如果法律规定其债权视为不存在，则对于遗产债权人而言后果过于苛刻。对此，“梁稿”“王稿 ”
“张稿”“杨稿”及其他学者均建议，除对遗产享有担保物权的债权人外，未在法定期限内申报债权的
权利人，仅能就清偿后的剩余遗产受偿②。 这样既可使未申报的债权人为自己的懈怠行为付出代
价，督促其及时行使权利，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债权人的求偿权。
（ 五） 国外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法律后果之考察与评析
1． 国外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法律后果之考察
关于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行为，主要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非故意的，即因继承人对被继承人
的遗产状况不了解所导致； 另一种则是继承人为逃避债务而故意制作虚假的遗产清单，在遗产清单
上隐匿遗产、虚构债务。
（ 1） 非故意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法律后果
关于非故意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可以要求继承人进行补正。如德国规定，在遗产标的的说明

①

342 条，“王稿”第 652 条，“张稿”第 17 条第 2 款，“陈稿”第 70 条，杨稿”第 77
参见： “梁稿”第 2017 条，“徐稿”第四分编第 331、

条。
“王稿”第 653、
655 条，“张稿”第 19 条，“杨稿”第 80 条； 吴国平． 遗产继承中债权人利益保护问题探究
② 参见： “梁稿”第 2020 条，
［J］． 政法论丛，
2013（ 2） ：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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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备而没有故意的情况下，可以为补充而向继承人指定新的制作遗产清单的期间①。
（ 2） 故意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法律后果
关于故意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法律后果，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四国都规定，继承人故意隐
匿遗产、虚构债务，使遗产清单制作不实，丧失遗产清单利益，对遗产债务承担强制的无限清偿责
任，日本还规定继承人也可以放弃继承②。
2． 国外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法律后果之评析
前述国家对于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法律后果之相同点为： 前述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四国都
规定，故意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继承人对遗产债务承担强制无限清偿责任。前述国家对于遗产清
单制作不实的法律后果之不同点为： 只有德国规定，继承人非故意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可以进行
补正。
综上，关于非故意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法律后果，我们认为，德国立法值得我国借鉴，在继承人
因对遗产不清楚而漏记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其进行补正。对此，史尚宽先生也认为，在法定期间 （ 包
括延展期间） 未经过以前，只要非恶意漏载或虚伪记载，就应允许补足，遗产清单的正确，不应限于
［6］275

开具之时

。因为在继承开始后，由于受被继承人生前的习惯、被继承人与继承人的交往了解程

度、继承人长期身处异地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继承人可能对遗产及债务的情况不够了解。所以继承
人制作的遗产清单，有不完全或者不准确的地方也在所难免，此时如果继承人已经尽了忠实和勤勉
［3］101 － 102

义务，就不应对其进行苛责

。但是，如果继承人存在重大过失而漏记重要遗产，造成遗产本

身或遗产债权人利益损失的，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因为如果法律不对重大过失行为予以相应处
罚，那么可能会导致继承人不履行自己应尽的注意义务，在制作遗产清单时发生漏记重要遗产而造
成遗产损失等情况。
关于故意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法律后果，我们认为基于自愿继承原则，对于遗产清单，继承人
既可以自愿选择不予制作或者未在法定期限内制作而承担无限清偿责任，也可以选择放弃继承。
然而，继承人如故意制作不实遗产清单导致承担无限清偿责任的，则不能允许其放弃继承。 因为，
前者是一种自愿选择的无限清偿责任，而后者是一种强制的无限清偿责任，实际上是对继承人制作
不实遗产清单之违法行为的一种惩罚，故继承人对于此种无限清偿责任不能放弃，否则就与继承人
可以放弃法律制裁无异了，进而会形成鼓励继承人实施违法行为的错误价值导向，不利于维护公平
正义的社会秩序。所以，日本允许有此行为的继承人放弃继承的立法不宜借鉴。 从我国继承法诸
学者建议稿看，“徐稿”“王稿”“张稿”“陈稿”“杨稿”都规定，制作不实遗产清单者应承担强制无限
清偿责任③。其中，“王稿”规定，遗产债权人因遗产管理人制作不实遗产清单而受到损害的，可以要
求遗产管理人承担民事责任。遗产管理人是继承人的，故意制作不实的遗产清单，继承人须对遗产
债务承担无限责任。因为，继承人的恶意记载或者虚构债务的行为有悖于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不
能为法律所宽恕。我们认为，此规定可供我国立法参考。

参见： 《德国民法典》第 2005 条第 2 款。
参见： 《法国民法典》第 800 条第 4 款，《德国民法典》第 2005 条，《日本民法典》第 921 条第 3 项，《意大利民法典》第 490 条第 3
款、第 505 条第 4 款。
“王稿”第 551 条第 3 款，“张稿”第 23 条，“陈稿”第 70 条，“杨稿”第 80 条。
③ 参见： “徐稿”第四分编继承法第 351 条，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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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国遗产清单制度的构建设想
以下，我们在考察遗产清单制度的起源和功能，研究国外立法现状，并结合我国国情，分析我国
继承法学者建议稿相关观点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现行立法无条件的限定继承制度之不足，提出我国
遗产清单制度的立法构想，以期为我国《民法典继承编》之遗产清单制度的构建提供参考。
关于我国遗产清单制度内容的具体立法构建，我们建议如下：
（ 一） 遗产清单的制作主体与制作要求
遗产清单的制作主体，包括继承人、遗嘱执行人等遗产管理人和公证员。 继承开始后，遗嘱执
行人为遗产管理人； 没有遗嘱执行人的，继承人应当及时推选遗产管理人； 继承人未推选的，由数名
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或没有继承人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
政部门或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 继承人选择限定继承责任的，应当在继承开始后做出限定
继承的声明，并将该声明在 5 日内通知或公告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受遗赠人等遗产权利人，催告遗
产权利人在法定期限内申报债权。
在制作遗产清单时，应该有两名无利害关系的见证人或两名公证员在场见证。 遗产清单的内
容应当逐一登记写明被继承人的遗产和债务的种类、数量和价值。
（ 二） 遗产清单的制作时间
遗产清单，应当自继承人知道被继承人死亡之日起的 3 个月内制作完成。 在特殊情况下遗产
清单的制作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延长该制作期限，但延长的期限不得超过 3 个月。
（ 三） 遗产清单的提交对象及查阅对象
遗产清单被制作完成后，制作人应当将其副本交给继承人，以便继承人了解遗产的情况。遗产
利害关系人可以凭证明遗产权利的文件查阅遗产清单。
遗产利害关系人在查阅遗产清单后，可以提出异议。 如制作人对该异议进行核实后查明确实
制作有误的，应当在 1 个月内对遗产清单有误的内容进行修正，并给予答复； 如制作人没有在法定
期限内做出答复的，异议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 四） 遗产清单制作的效力
依法制作遗产清单后，继承人在遗产清单记载的遗产实际价值范围内对遗产债务承担有限清
偿责任。在共同继承中，一个继承人依法制作遗产清单后，对其他共同继承人亦产生效力。
如继承人不制作或未在法定期限内制作遗产清单的，视为无条件接受继承，对于被继承人的债
务之遗产实际价值不足清偿部分，应当以自己的个人财产承担无限清偿责任。
在制作遗产清单和申报债权期间，停止对一切遗产债务的清偿。
遗产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在通知和公告期内已申报的遗产权利，应当就遗产清单登记的遗产
受偿。未在法定期限内申报的不附担保的债权，可以就清偿申报的遗产债务后剩余的遗产受偿。
但有担保的债权不受是否申报之影响，就该担保财产受偿。
（ 五） 遗产清单制作不实的法律后果
继承人故意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应当对被继承人的债务承担无限清偿责任，并且此种责任不
得放弃。
如果继承人以外的人制作不实遗产清单的，对继承人或遗产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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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责任。
对于非故意漏记重要遗产的，遗产清单制作人应当对遗产清单进行修正，如果对遗产或遗产债
权人已经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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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ystematic Construction of the Inventory
System in the Succession of Chinese Civil Code
CHEN Wei，LIU Yu － jiao
（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Abstract： The Inheritance Act of liability for satisfaction of estate debts is unconditional limited
inheritance that preparing inventory is not as the prerequisite for carrying out limited inheritance，which
may lead to the infringement of the interests of the estate creditors and the other heirs． Through the study
on the origin and function of the inventory system，analyz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ficiency of the
legislation of our country，on the basis of comparative studies on the inventory system in foreign succession
law，and combining with the reality of our country，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foreign
succession law and drawing the useful views of the Chinese scholars’suggestion，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legislative conception of the inventory system in the succession law of Civil Code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Inheritance Chapter； inventory； system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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