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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基元 敎授 年譜․主要 著作

Ⅰ. 年 譜

1936. 11. 10. 서울 鐘路區 通義洞에서 父 德巖 崔健熙와 母 李起鳳의 長男

으로 出生

1955. 2 京畿中․高等學校 卒業

1959. 2. 서울대학교 商科大學 卒業

1959. 7. 空軍本部 公報官室 근무(∼1961. 3.)

1961. 2. 獨逸 Münster大學 硏究(∼1962. 2.)

1962. 3. 獨逸 Bonn大學 法學部 修學, 法學博士(∼1965. 2.)

1965. 9. 서울대학교 商科大學 講師(∼1966. 3.)

1966. 3. 서울대학교 經營大學院 講師(∼1966. 8.)
1966. 8. 서울대학교 商科大學 專任講師(∼1967. 5.)

1967. 5. 서울대학교 商科大學 助敎授(∼1972.12.)

1968. 韓國經營學會 會員(∼현재)

1968. 6. 서울대학교 經營大學院 敎務課長(∼1970. 6.)

1971. 3. 서울대학교 商科大學 學生課長(∼1973. 7.)

1972. 12. 서울대학교 商科大學 副敎授(∼1975. 3.)
1973. 12. 서울대학교 商科大學 經營硏究所 所長(∼1975. 2.)

1974. 1. 商事法學會 會員(∼현재)

1974. 韓國經營硏究院 理事(∼1994)

1975. 3. 서울대학교 法科大學 副敎授(∼1977. 12.)

1975. 行政考試, 司法試驗 委員 歷任(∼1995.)

1976. 韓國經營硏究院 院長

1976. 6. 韓獨法律學會 會員(∼현재)

1978. 1. 서울대학교 法科大學 敎授(∼2002. 2.)

1978. 6. 서울대학교 法科大學 敎務擔當 學長補(∼1980. 6.)

1981. 7. 獨逸 Köln大學 招請敎授(∼1983. 7.)



[서울대학교 法學 제43권 제1호 : xiii∼xixxiv

1981. 獨逸 比較法學會 會員(∼1986.)

1984. 3. 서울대학교 法科大學 私法學科長(∼1986. 2.)

1985. 4. 서울대학교 大學新聞社 監事(∼1995)

1993. 法務部 法務諮問委員會 商法改正 特別分科委員會 委員(∼1995)

2002. 3. 서울대학교 명예교수(∼현재)

Ⅱ. 主要 著作

<著書>

書 名 出 版 社 發行年度

Die Verfassung der Aktiengesellschaft nach koreanischem Recht im Vergleich 

mit dem deutschen Aktiengesetz, Diss. Bonn 1965.

商法學(Ⅰ)(總則․商行爲) 雲玄出版社 1972. 9.

商法學(Ⅱ)(會社法) 雲玄出版社 1973. 3.

商法(改訂版) 서울대학교 出版部 1973.(-1981)
商法講義(上)(增補全訂版) 日新社 1976.(-1980)

商法講義(下) 日新社 1980.

商法學槪論(新訂版) 博英社 1980.(-1996)

會社法論 博英社 1981.

新會社法論(第11大訂版) 博英社 1984.(-2001)

商法學新論(上)(第13新訂版) 博英社 1984.(-2001)
商法學新論(下)(第11版) 博英社 1984.(-2001)

客觀式 商法(全訂增補版) 博英社 1985.(1988)

會社法 韓國放送通信大學 出版部 1986. 7.

어음․手票法(第4增補版) 博英社 1987.(-2001)

어음․手票의 法律常識 韓國經濟新聞社 1988. 12

商法總則․商行爲(第3新訂版) 經世院 1989.(-1997)
民法注解[Ⅰ](共著) 博英社 1992. 3.

商法事例演習(共著)(第2版) 法文社 1992.(-1998)

保險法(第3版) 博英社 1993.(-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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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法(第3版) 博英社 1993.(-2002)

商法改正試案 -政府案과 博英社 1994. 11.

對比하여-

民法注解[Ⅸ](共著) 博英社 1995. 11.

改正商法解說 博英社 1996. 4.

客觀式 商法學(第5版) 新潮社 1996.(-2002)
商事判例硏究[Ⅰ](編著) 博英社 1996.

商事判例硏究[Ⅱ](編著) 博英社 1996.

商事判例硏究[Ⅲ](編著) 博英社 1996.

企業法槪說(第4版) 博英社 1998.(-2001)

商事判例硏究[Ⅳ](編著) 博英社 2000.

商事判例硏究[Ⅴ](編著) 博英社 2000.
商法學原論(新訂5版) 博英社 2001.

<論文>

論 題 收錄書名 發表年度

獨逸商法學界의 現況 法政 21(3) 1966. 3.
獨逸 新株式法과 韓國 商法上의 法典月報 35 1967. 10.

問題點 

株式의 議決權에 관한 考察 서울商大 經營論集 1(2) 1967. 12.

株式會社의 機關에 관한 硏究 서울商大 經營論集 7(2) 1968.

韓國會社企業의 株式所有構造의 文敎部學術振興造成硏究費에 1968.

實態와 公開法人化의 대한 方案 의한 報告書

會社整理法과 企業의 更生 서울商大 經營實務 5(3) 1971.

會社의 權利能力에 관한 小考 서울대학교 經營大學院 1971.

紀念論文集

海上運送契約과 船荷證券 貿易硏究 3(4) 1971.

大株主의 議決權制限과 經營論集 11(1) 1972. 3.

少數株主의 保護에 관한 硏究

監事制度의 改正을 위한 小考 經營學論文集 3(1)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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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式會社의 監事制度에 관한 서울商大 經營實務 8(1) 1974.

日本商法의 改正

商法改正의 必要性과 그 方向 [Ⅰ] 韓國法學院月報 27 1974.

-株式會社制度를 中心으로

商法改正의 必要性과 그 方向 [Ⅱ] 韓國法學院月報 28 1974.

-株式會社制度를 中心으로
株式會社法의 改正에 관한 硏究 經營論集 9(1) 韓國經營硏究所 1975. 3.

商法改正의 問題點 Fides 21(1) 1977. 2.

代表社員 業務執行權限 法律新聞 1211 1977. 7.

喪失宣告(判例評釋) 

株主總會決議取消(判例評釋) 法律新聞 1235 1978. 1.

商法 判例回顧와 評釋 法學判例回顧 5 1978. 2.
商法改正의 問題點에 관한 硏究 서울대학교 法學 18(2) 1978. 2.

理事의 功勞賞與金支給約束과 法律新聞 1255 1978. 6.

株總決議

韓國企業의 海外進出에 따르는 서울대학교 法學 1978. 8.

國際間의 紛爭의 解決을 위한 

國際商事仲裁制度에 관한 硏究

株主總會決議取消 法律新聞 1280 1978. 12.

商法 判例回顧 및 評釋 法學判例回顧 7 1979. 11.

商法 제395조에 의한 會社의 責任 서울대학교 法學 特別號 4 1979. 12.

株主總會決議取消 民事判例硏究 [Ⅰ] 1979. 4.

表見代表理事의 行爲와 會社의 責任 民事判例硏究 [Ⅱ] 1980. 5.

白地어음 서울대학교 法學 1981. 9.
商法改正試案에 대한 意見 法律新聞 1983

有限會社制度의 展望에 관한 硏究 서울대학교 法學 24(4) 1983. 12.

改正商法에 관한 小考 商法論文集(鄭熙喆 先生 停年紀念) 1985. 3.

民法에 대한 商事賣買의 特殊性 民事法論叢(郭潤直 敎授 華甲紀念) 1985. 9.

韓國改正商法의 解釋과 問題點에 서울대학교 法學 26(2, 3) 1985. 10.

관한 硏究

스위스株式會社法의 改正方向에 商事法論集(徐燉珏 敎授 停年紀念) 198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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관한 小考

支配人의 代理權에 관한 小考 서울대학교 法學 27(4) 1986. 12.

條件附保證과 條件附引受(判例評釋) 法律新聞 1665 1986. 12.

信用카드의 盜難紛失에 의한 法律新聞 1674 1987. 3.

責任(判例評釋)

手票카드의 법률관계에 관한 考察 서울대학교 法學 28(1) 1987. 4.
商法 등 法制에서 본 企業合倂硏究 上場協 1987.

어음․手票喪失의 法律關係(上)(下) 相互信用金庫 1987.

株主總會 決議의 取消와 法律新聞 1722 1988. 1.

不存在(判例評釋)

어음․手票의 遡求義務者에 대한 司法行政 1988.

通知義務

國際換어음․約束어음(上)(中)(下) 法律新聞 1755․1756․1757 1988. 6.

金融리스契約의 特殊性에 관한 小考 서울대학교 法學 29(2) 1988. 9.

Die Gründung einer Tochtergesellschaft in Korea, Zeitschrift für Unternehmens- 

und Gesellschaftsrecht(ZGR), Sonderheft 3, 2. Aufl., Walter de Gruyter, 

Berlin-New York, 1988.

國際換어음․約束어음에 관한 서울대학교 法學 30(3,4) 1989.
協約의 考察

保險者代位와 第3者의 法律新聞 1887 1989. 11.

範圍(判例評釋)

先日字手票에 의한 保險料支給과 法律新聞 1992 1990. 12.

保險者責任(判例評釋)

어음의 再遡求權과 背書의 法律新聞 2012 1991. 3.
抹消權(判例評釋)

自動車保險約款 免責條項의 法律新聞 2064 1991. 9.

適用限界(判例評釋)

保險契約者의 告知義務에 관한 考察 서울대학교 법학 32(3,4) 1991. 12.

改正商法上의 船舶所有者의 責任制限 서울대학교 법학 33(1) 1992. 3

Einige Probleme des koreanischen Aktienrechts in Bezug auf die neuen 
Regelungen des japanischen Aktienrechts von 1990, 企業法의 現代的 課題(李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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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敎授 華甲紀念), 1992. 4.

發行地의 어음要件性(判例評釋) 法律新聞 2118 1992. 4.

株主總會決議不存在確認判決의 法律新聞 2209 1993. 4.

效力(判例評釋)

어음僞造의 抗辯과  法律新聞 2257 1993. 10.

立證責任(判例評釋)
銀行長選任에 관한 指針의 問題點 企業環境의 變化와 商事法 1993.

利得償還請求權의 發生要件(判例評釋) 法律新聞 2295 1994. 3.

株主總會決議의 取消와 不存在의 事由 서울대학교 法學 35(1) 1994.

利得償還請求權制度의 再考 서울대학교 法學 35(1) 1994.

商法改正案의 問題點(上․中․下) 法律新聞 2318, 2319, 2320 1994. 6

商法改正試案의 硏究(Ⅰ) 서울대학교 法學 35(2) 1994.
自由職業人의 合同會社에 관한 法律 서울대학교 法學 35(2) 1994.

商法改正試案의 硏究(Ⅱ) 서울대학교 法學 35(3,4) 1994.

發起人과 設立中의 會社 서울대학교 法學 35(3,4) 1994.

商法改正案의 問題點과 그 代案 商法改正에 관한 硏究 1994. 9.

商法改正試案의 硏究(Ⅲ) 서울대학교 法學 36(1) 1995.

어음抗辯의 分類와 種類 서울대학교 法學 36(2) 1995.
어음․手票의 僞造․變造의 法的 效果 서울대학교 法學 36(3, 4) 1995.

Die Gründung einer Tochtergesellschaft in Korea, Zeitschrift für Unternehmens- 

und Gesellschaftsrecht(ZGR), Sonderfeft 3, 3. Aufl., Walter de Gruyter, Berlin- 

New York, 1995.

上場企業에 대한 監視體制의 强化方案 上場協 秋季號 1995.

商法改正案에 대한 問題點의 再考 商事法論叢(姜渭斗博士 華甲紀念) 1996. 2.
擔保背書人에 대한 遡求權(判例評釋) 法律新聞 2491 1996. 3.

賃金債權과 無限責任社員의 責任 商事判例硏究 I 1996.

株式會社의 設立節次 商事判例硏究 I 1996.

株券發行前 株式讓渡의 效力 및 商事判例硏究 I 1996.

對抗要件

表見代表理事의 行爲와 會社의 責任 商事判例硏究 I 1996.
保險者代位와 第3者의 範圍 商事判例硏究 Ⅱ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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어음僞造의 抗辯과 立證責任 商事判例硏究 Ⅲ 1996.

發行地의 어음要件性 商事判例硏究 Ⅲ 1996.

擔保背書人에 대한 遡求權 商事判例硏究 Ⅲ 1996.

어음의 再遡求權과 背書의 抹消權 商事判例硏究 Ⅲ 1996.

利得償還請求權의 發生要件 商事判例硏究 Ⅲ 1996.

發行地 記載의 欠缺과 어음․手票의 商事判例硏究 Ⅴ 2000.
效力

어음法 제10조 但書의 “惡意 또는 商事判例硏究 Ⅴ 2000.

중대한 過失”의 意味

條件附 保證과 條件附 引受 商事判例硏究 Ⅴ 2000.

發行限度額을 초과하는 家計手票의 商事判例硏究 Ⅴ 2000.

取得

최근 獨逸 商事法의 改正動向에 無碍 徐燉珏博士 八秩頌壽紀念 2000.

대한 硏究와 立法論 論叢 商事法學에의 招待

獨逸 건국 50년 － 獨逸商事法이 戰後 獨逸法學 50년과 韓國法學 2000.

韓國商法에 미친 影響

Einfüsse des deutschen Gesellschaftsrecht auf das koreanische

Gesellschaftsrecht, Festschrift für Marcus Lutter,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