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梁承圭 敎授 年譜 및 著述

1. 經 歷

서울大學校 法科大學 卒業(1960. 3)

서울大學校 大學院 法學科 卒業(法學碩士)(1962. 2)

Wien大學校에서 商法硏究(1969. 9∼1971. 2)

Southern Methodist 法科大學 M. C. L. (1974. 5)

서울大學校 大學院 法學博士(1975. 8. 30)

國民大學 講師(1962. 3∼1963. 2)

서울大學校 法科大學 助敎(1962. 8)

서울大學校 法學硏究所 專任講師(1968. 1)

서울大學校 法科大學 專任講師(1971. 3)

서울大學校 法科大學 助敎授(1971. 8)

서울大學校 法科大學 副敎授(1976. 4)

서울大學校 法科大學 敎授(1981. 11. 11∼현재)

　補職事項　

서울大學校 法科大學 學生擔當學長補(1975. 8∼1976. 6. 4)

서울大學校 法科大學 敎務擔當學長補(1982. 11. 26∼1984. 6. 16)

서울大學校 法科大學 學生擔當學長補 職務代理(1984. 4. 23∼1984. 6. 16)

서울大學校 法科大學 私法學科長(1986. 3. 6∼1988. 3. 5)

서울大學校 大學新聞 諮問委員(1979. 6. 1∼1980. 8. 30; 1985. 5. 20∼1987. 5. 19)

서울大學校 法科大學 法學硏究所 硏究部長(1991. 10. 28∼1992. 11. 3)

서울大學校 法學硏究所 運營委員會 委員(1995. 10. 25∼현재)

서울大學校 法學硏究所長(1997. 9. 1∼현재)

2. 硏究業績

가. 著 書

商法(上․下), 法文社, 1963∼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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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者代位에 관한 硏究, 三英社, 1975

新體系解說 商法要論(共著), 三英社, 1975

商法事例硏究 제1판, 三英社, 1981

保險法에 관한 改正意見 商法改正의 論點, 三英社, 1981

判例敎材 保險法․海商法, 法文社, 1982

어음․手票法(共著), 韓國放送通信大學, 1985

保險法․海商法, 韓國放送通信大學, 1985

保險法 제1판, 三知院, 1987

保險法 제2판, 三知院, 1992

상식이 통해야 사회가 바로 선다, 三知院, 1993

商法事例硏究 제3판, 三英社, 1994

어음法․手票法 제1판, 三知院, 1994

商法改正案解說(共著), 法文社, 1995

貿易保險論(共著), 韓國放送通信大學, 1995

新體系解說 商法要論(제4판), 三英社, 1997

나. 譯書 및 編書

韓國法學敎育(共著), 서울大學校 法學硏究所, 1967

自動車保險과 消費者, 經世院, 1986

國際航空運送法, 法文社, 1987

生命保險判例, 生保協會, 1979

損害保險判例集, 大韓損保協會 1981

다. 論 文

保險契約에 있어서 被保險利益, 서울大學校 碩士學位論文, 1962

保險契約法에서의 被保險利益, 保險學會誌 創刊號, 1964. 12

[判例硏究] 株式會社의 重要財産의 處分과 株主總會의 特別決議, 서울大 法學 7권 1호, 

1965. 12

[資料] 美國統一賣買法, 서울大 法學 8권 1호, 1966. 3

保險者의 免責事由, 商法 第4編 保險通則規定을 中心으로, 保險硏究 6권 1호, 1966. 3

保險者의 免責事由, 損害保險 6권 1호, 1966. 3

船舶未確定의 豫定保險, 大法院判決(64다 53 보험금, 上告棄却) 商事判例評釋, Fides 

12, 1966. 7

保險契約의 本質, 保險學會誌 3, 1966.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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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委付의 法的 構成, 英國海上保險法과 比較하여, 損害保險 7권 4호/8권 1호, 

1967. 12/1968. 3

保險證券의 法的 性質, 損害保險 7권 2호, 1967. 6

定期傭船契約의 法的 性質, 서울大 法學 9권 2호, 1967. 12

保險契約法의 性質과 商法上의 地位, 損害保險 8권 2호, 1968. 6

名義貸與者의 責任(判例硏究), 서울大 法學 10권 1호, 1968. 8

保險의 目的의 讓渡, 損害保險 8권 3호, 1968. 9

Murphy敎授가 본 韓國法學敎育, 法學敎育制度의 再評價, Fides 16, 1968. 10

普通保險約款과 商法 第663條, 損害保險 9권 2호, 1969. 6

船長의 代理權, 서울大 法學 11권 1호, 1969

墺地利의 새 自動車責任保險普通保險約款, 損害保險 10권 2호, 1970. 6

利得償還請求權(判例硏究), 서울大 法學 12권 1호, 1971. 6

損害保險契約에서의 危險의 變更增加, 保險學會誌 8, 1971. 10

他人을 위한 損害保險契約, 法律行政論集(高麗大) 10, 1972. 6

自動車强制責任保險의 理論과 實際, 自動車損害賠償保險法을 中心으로, 서울大 法學 

特別號 2, 1972

第三者에 대한 保險者代位, 서울大 法學 14권 2호, 1973

運轉者傷害保險契約에 관한 小考, 自保塔 75, 1973. 3

株式會社의 資本調達과 新株發行, 法學의 諸問題, 1973. 4

1972년도 商事法判例回顧, 法學 判例回顧 1, 1973. 9

主要國의 自動車保險制度, 自動車保險制度의 國際比較硏究 所載, 1974

保險金請求權에 관련된 몇 가지 문제, 自保塔 100, 1975. 4

責任保險契約의 性質과 保險事故, 저스티스 11권 1호

保險目的에 관한 保險者代位, 保險學會誌 11, 1975. 4

1974년도 商事法判例回顧, 法學 判例回顧 3, 1975. 9

高速버스 旅客保險 小考, Fides Vol. XX, 1976. 2

他人을 위한 保險契約과 保險契約者에 의한 契約解止의 效果, 法曹 25권 4호, 1976. 4

傷害保險에 關한 法的 考察, 法曹 25권 10호, 1976. 10

The Insurer's Subrogation against the third person, Korean Journal of Comp. 

Law Vol. 4, 1976. 11

手票의 僞造와 表見代理, 서울大 法學 17권 2호, 1976. 12

生命保險에서의 告知義務, 法曹 26권 6호, 1977. 6

保險契約에서의 保險料 債務, 法曹 26권 6호, 1978. 1

國際 換어음과 約束어음에 관한 統一法草案, 서울大 法學 18권 2호, 197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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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業法 改定의 意義와 重要內容, 保險調査月報 1, 1978. 3

判例硏究와 法學敎育, 民事判例硏究, 1978. 4

生命保險契約의 成立時期, 民事判例硏究, 1978. 4

司法書士의 現狀과 將來, 不動産去來의 諸問題, 1978. 6

告知義務 違反과 保險契約, 保險調査月報 17, 1978. 9

保險會社의 營業所長의 地位, 保險學會誌 15, 1978. 9

責任保險契約에서의 被害者의 地位, 서울大 法學 特別號 4, 1978. 12

生産物賠償責任保險에 관한 小考, 保險學會誌 16, 1980. 4

信用狀에 의한 換어음 買入銀行의 調査義務, 서울大 法學 20권 2호, 1980. 5

株式會社의 資金調達과 證券發行, 商事法硏究 創刊號, 1980. 11

生命保險募集人에 대한 告知의 效力, 保險學會誌 17, 1980. 12

株式會社의 經營機構, 會社法의 現代的 課題(徐燉珏博士 華甲記念), 1981. 1

傷害保險事故와 外科的 手術, 서울大 法學 22권 1호, 1981. 3

自動車保險契約의 基本構造, 民事判例硏究 Ⅲ, 1981. 4

被害者의 保險金 請求權, 保險學會誌 19輯, 保險學會, 1981. 12

韓美保險法比較硏究, 商事硏究 2, 商法學會, 1982. 7

保險募集人의 法的地位, 勞動法과 現代法의 諸問題(沈泰植博士 華甲記念), 1983. 5

保險契約의 基本構造, 서울大 法學 24권 2․3호, 1983. 9

被用者의 保險事故誘發과 保險者의 責任, 서울大 法學 25권 2․3호, 1984. 10

保險監督에 대한 小考, 鄭熙喆先生 停年記念 商法論文集, 1985. 3

告知義務에 관한 考察, 서울大 法學 26권 1호, 1985. 4

保險法의 改正方向 －通則․人保險, 서울大 法學 26권 2․3호, 1985. 10

理事의 監督義務違反과 會社에 대한 責任, 서울大 法學 26권 4호, 1985. 12

衡平잃은 製造物責任法(飜譯), 西江 Harvard Business, 1986. 1∼3

保險契約者 등에 의한 保險事故의 發生, 商法學의 現代的 課題(徐廷甲博士 古稀記

念), 1986.2

普通保險契約의 拘束力, 서울大 法學 27권 4호, 1986. 12

任員의 賠償責任 輕減(飜譯), 西江 Harvard Business, 1987. 1∼3

有價證券의 善意取得, 司法行政 321, 1987. 9

民主社會와 辯護士의 役割, 法曹春秋 136, 1988. 1

辯護士의 適正數, 서울大 法學 29권 1호, 1988. 4

推定全損으로서의 船舶修繕費用 － ITC 제19조를 中心으로 －, 保險學會誌 31, 

1988. 5

辯護士制度의 改善方案, 서울大 法學 29권 2호, 198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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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車責任保險과 不法行爲責任; 人的損害를 中心으로, 損害保險 240, 1988. 10

保險約款과 約款規制法上의 問題, 現代商事法의 諸問題(李允榮先生 停年記念), 1988. 11

火災保險契約의 保險事故, 防災와 保險 40, 1988. 12

保險業法改正의 意義와 主要改正內容, 保險調査月報 131, 1989. 1

<判例評釋－大判 1988. 9. 27, 84다카1639, 1640> 海上積荷保險約款의 運送 條項에 

규정된 最終倉庫의 範圍, 人權과 正義 151, 1989. 3

<判例評釋－大判 1989. 3. 28, 88다 4645> 內容說明이 다른 普通保險約款의 效力, 

法律新聞 제1841호. 1989. 5

保證保險과 Bond에 관한 硏究, 大韓保證保險, 1989. 7

保險料納入猶豫期間 經過의 效力, 保險學會誌 33, 1989. 7

司法府는 과연 獨立되었는가?, 씨알의 소리 103, 1989. 7

<判例評釋－大判 1989. 4. 25, 87다카1669> 保險契約者에 대한 運送保險者의 代位, 

法律新聞 제1872호, 1989. 9

內容說明이 다른 普通保險約款의 效力, 保險學會誌 34, 1989. 10

他人을 위한 損害保險契約과 保險者代位, 保險學會誌 35, 1990. 3

同一事故에서 생기는 일련의 損害와 推定全損, 韓國海法會誌 11권 1호, 1990. 3

生命保險標準約款의 一部條項에 관한 約款審査請求에 부쳐, 生協 136, 1990. 5

自動車責任保險의 問題와 改善方向, 서울大 法學 31권 1․2호, 1990. 8

無免許運轉事故와 保險者의 責任, 韓國法學敎授會誌, 1990. 9

業務上 災害事故를 免責事由로 한 自動車保險約款의 效力, 서울大 法學 31권 3․4호, 

1990.12

法曹實務界와 法學界의 協力方案, 저스티스 23권 2호, 1990. 12

株式會社의 定款變更에 의한 資本增加에 따르는 問題(鄭熙喆外 共著), 企業의 行方, 

1991. 6

保險․海商에 관한 法改正 方向, 海商․保險法에 관한 諸問題(下) (裁判資料 제53집), 

法院行政處, 1991. 9

最近의 保險判例動向, 法學硏究 제3권(忠北大), 1991. 12

法學敎育의 目標와 敎授方法論, 서울大 法學 33권 1호, 1992. 3

保險産業과 獨占規制法, 保險學會誌 39, 1992. 3

株式會社의 重要財産의 處分과 營業讓渡, 企業法의 現代的 課題(李泰魯敎授 華甲記念), 

1992. 5

車輛損害後의 自動車損害保險契約의 解止에 따르는 問題, 保險調査月報 15권 8호, 

1992. 8

1992년도 商事判例(上․下), 人權과 正義 200․201, 1993. 4∼5



梁承圭 敎授 年譜 및 著述

無免許運轉免責 保險約款의 效力과 그 適用限界, 商事法의 基本問題(李範燦敎授華

甲記念), 1993. 5

保證保險의 特徵과 社會的 機能, 保險調査月報 16권 8호, 保險監督院, 1993. 8

國際化에 대비한 商法의 發展方向, 上場協 28(1993 추계호), 1993. 11

1993년도 商事判例의 回顧, 人權과 正義 212, 1994. 4

保險料支給猶豫로 인한 失效約款의 效力, 서울大 法學 35권 2호, 1994. 10

先日字手票에 의한 保險料支給과 承諾前 사고에 대한 保險者의 責任, 保險法硏究 Ⅰ, 

三知院, 1995

生命保險의 災害抯保特約에 따른 災害事故, 姜渭斗博士 華甲紀念, 商事法論叢, 1996. 4

保險募集人의 法的 地位에 관한 硏究(共同), 서울大 法學硏究所, 1996. 6

企業의 不實公開關與者의 責任, 서울大 法學 37권 2호, 1996. 9

公正去來法 改正에 따른 保險團의 對應方案, 保險開發硏究 19호, 1996. 12

保險約款交付․明示義務와 告知義務 違反의 效果, 金麟濟博士 停年紀念 論文集, 

1997. 5 

<判例評釋> 監査人의 제3자에 대한 損害賠償責任, 서울大 法學 38권 3・4호, 1997. 12

不實企業 經營者의 責任, 서울大 法學 39권 1호, 1998. 5

自動車損害賠償保障法 제3조 但書 제2호의 違憲性, 서울大 法學 39권 2호, 1998. 8

<判例評釋> 傷害保險約款의 飮酒運轉免責條項의 效力, 서울大 法學 39권 3호, 

1998. 8

企業經營에 대한 效率的인 監督과 監視, 第2次 監査人大會, 韓國上場會社協議會, 

1998. 11. 25

3. 學外活動

가. 學會․政府 및 團體 參與事項

韓國商事法學會 會員(1962. 3∼1998)

韓國保險學會 會員(1964. 12∼1998. 3)

保險紛爭 審議委員會 委員(1978. 4∼1989. 3)

金融發展審議委員會 委員(1986∼현재)

韓國保險學會 會長(1986. 5∼1990. 5)

保險監督 委員(1989. 4∼현재)

韓國商事法學會 會長(1992. 2∼1994. 2)

카톨릭社會科學硏究會 會長(1992. 2∼1994. 2)

서울大學校 敎授協議會 會長(1993. 4∼199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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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諮問委員會 商法改定特別分科委員會 委員(1994. 4. 8∼1995. 4. 7)

法務諮問委員會 商法改定特別分科委員會 委員長(1997. 12∼1998. 12)

法務諮問委員會 商法改定特別分科委員會 委員長(1999. 8∼현재)

國民勳章 모란장(1996. 12. 10)

나. 國內外 硏究訓練 參與事項

79년도 日本保險學會 대회참가(1979. 10)

國際保險法學會 참석(1982. 4)

日本保險學會 84년도 연차대회 참석(1984. 10)

제7차 國際保險學會(AIDA) 참석(1986. 5), 논문 “保險制度와 不法行爲制度와의 關係” 

발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