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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一、 甲、乙、丙各出資新臺幣（下同）500 萬元，成立「大新企業社」，經營車輛維護及保管業務，

並推由甲擔任該企業社之事務執行人。丁因商務出國一年，將其市價 1000 萬元全新之「法拉利」

名車一部，交由該企業社保管及維護，約定每月費用 3 萬元，並應於丁回國時交還汽車。三個月

後，甲得知有某富商欲以高價購買該車，認有利可圖，擅自將該車以 1200 萬元出售並辦理汽車

過戶及交付與該不知情而無過失之富商。甲得款後全數放置在設有保全系統之自宅保險策內，全

部款項卻於深夜遭竊，惟甲已投保竊盜險 1000 萬元。其後，甲仍繼續出具該企業社之收據傳真

給丁，通知丁按月將汽車維護保管費用匯至「大新企業社」帳戶，丁前後共匯入 27 萬元。一年

後丁返國發現上情。試問： 
(一) 丁對其車輛遭私自出售之損害，應如何請求救濟？（20 分） 
(二) 丁對其匯款 27 萬元之損害，應如何請求救濟？（15 分） 
(三) 甲可否以其出售之汽車所得款項遭竊為由，主張免為給付義務？丁可否請求甲讓與甲對保險

公司之保險金請求權？（10 分） 
命題意旨 請求權基礎之檢討順序與檢驗、代償請求權之適用。 

答題關鍵 

本題事實上僅為請求權基礎檢驗順序之基礎性考題，依請求權基礎接續討論，即可獲得基本分數。

另就合夥之部分，縱使不熟悉條文，惟只要掌握合夥人相互間係連帶責任，則仍能作答。又題目特

別點出標的之客觀市價與轉賣價格之價差，故邏輯上應將不法管理列於不當得利、侵權行為之後討

論，始能表達§177II 增訂之緣由。 

考點命中 
1.《高點民法講義第二回》，顏台大編撰，頁 40、50 以下。 
2.《高點民法講義第二回》，顏台大編撰，侵權行為部分。 

【擬答】 
本題爭點涉及合夥人之連帶責任、惡意不當得利返還範圍、侵權損害賠償方法、不法管理與代償請求權等問題，

分述如下： 

(一)1.甲與富商以 1200 萬元訂立買賣契約，雖該買賣契約係屬出賣他人之物而有效，然因該車之所有權為丁，

甲與富商間之移轉所有權之物權行為係屬無權處分而效力未定(§118)。然因甲具有占有動產之公示外觀，

且富商無過失而不知甲無處分權，故該富商因善意取得(§801、§948)而取得該車所有權，故丁自不得對該

富商有所請求。另就汽車行照上所有權人之登載，僅係行政上之管制措施，其不影響民事上汽車所有權人

之認定，是故不論甲與富商間有無完成該車之過戶程序，均無礙於富商取得該車所有權。 
2.甲乙丙共同成立大新企業社，該企業社並非法人而僅係合夥之非法人團體，並非權利主體。甲乙丙推由甲

擔任該企業社之事務執行人，則甲於執行事務範圍內，為他合夥人之代表(§679)。丁將其車交與該企業社

保管維護，然甲卻將該車變賣，客觀上自係未依債之本旨而為履行，且甲係為圖利而變賣，主觀上亦具歸

責事由；又甲就事務之執行為乙丙之代表已如前述，是故丁自得依民法§227I、II 向甲乙丙請求損害賠償，

且甲乙丙係屬連帶債務人(§681)。 
3.甲將該車出售，自屬無法律上原因而取得本應歸屬於丁之利益，致丁受有損害，丁自得依民法§179 向甲主

張不當得利。又因該車之所有權已由富商取得已如前述，故甲所受領之利益已無法作原形返還，而僅得返

還其價額及客觀市價 1000 萬元(§181 但書)，且甲為惡意不當得利受領人，故應將受領時所得之利益附加

利息，一併償還(§182II)；就此部分因同屬事務執行範圍，故甲乙丙仍負連帶責任。 
4.甲將該車出售並交付與富商，致丁喪失該車之所有權，係屬故意不法侵害丁之權利，丁自得依§184I 前段

之規定向甲請求損害賠償。又因該車已由富商取得所有權，故丁自無法主張回復原狀，是故丁僅得請求甲

以該車之客觀市價 1000 萬元為金錢賠償(§215)；就此部分因同屬事務執行範圍，故甲乙丙仍負連帶責任。 
5.為免如同本題中之甲存有經濟上之誘因，民法§177II 增訂不法管理之規定，於管理人明知為他人之事務而

為自己之利益管理者，本人仍得主張享有因不法管理行為所得之利益。是故，甲因該出售行為而受領 1200
萬元之價金，該 1200 萬元均為因不法管理行為所得之利益，丁自得依§177II 準用§177I，請求甲交付之。

又依題示，甲將該 1200 萬元置於保險箱中卻遭竊，然因此處丁係以不法管理之相關規定為請求權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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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以不當得利為請求權基礎，是故甲因管理所得之利益是否尚存，亦或甲有無投保或取得保險金，均無

礙於丁之請求，併予敘明。又就此部分因同屬事務執行範圍，故甲乙丙仍負連帶責任。 
(二)1.甲客觀上係未依債之本旨而為給付主觀上亦有歸責事由已如前述，又該車已由富商善意取得所有權，故甲

未依債之本旨給付此一瑕疵已無法補正，丁自得準用給付不能之規定(§226I)有所主張。 
2.然甲丁間之契約係屬繼續性契約關係，丁若欲解消甲丁間之契約關係，僅能適用契約終止之規定，又契約

終止僅向後生效而無溯及效力(§263 參照)，故縱使丁主張終止契約，甲所受領之 27 萬元，仍屬有法律上

之原因而受利益，不構成不當得利。 
3.惟甲既已將該車出售並交付予富商，甲自知悉其已無法再行對丁履行該車之保管與維護，然甲仍出具收據

傳真予丁，使丁誤信甲等仍就該車為保管維護進而持續為費用之支付，甲自係惡意欺瞞丁而屬故意以背於

善良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丁，丁自得依民法§184I 後段之規定，請求甲賠償該 27 萬之損失。 
(三)甲不得以款項遭竊為由主張免給付義務，惟丁應得請求甲讓與對保險公司之保險金請求權 

1.丁得對甲依侵權行為、不當得利、不法管理等規定有所請求已如前述。就侵權行為之部分，丁係請求甲以

金錢賠償(§215)，該數額並係以車輛之客觀市價計算，與甲有無因侵權行為而額外受領利益無關，甲自不

得以款項遭竊為由主張免給付義務。 
2.依民法§182II，惡意不當得利受領，若於受領時即知無法律上原因，應將受領時所得之利益予以返還，不

問其後該利益是否尚存。本題中甲係惡意不當得利受領人甚明，故甲自應返還受領利益之客觀價額 1000
萬元，縱該款項事後遭竊亦同。 

3.若丁係依不法管理之規定請求管理利益，則甲自應將因管理所得之 1200 萬元價金給付予丁；至於事後該

款項遭竊，僅係甲是否有給付能力之問題，甲之給付義務均不喪失。 
4.如前所述，丁得對甲為一定之請求，甲丁間成立債之關係，甲為債務人。依§225II，債務人因前項給付不

能之事由，對第三人有損害賠償請求權者，債權人得向債務人請求讓與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或交付其所受

領之賠償物。保險金是否屬§225II 代償請求權所稱之賠償物，學說上有所爭論，多數見解採肯定說；然因

本題丁對甲之債權均係金錢之債，金錢之債並無給付不能之可能，自無法適用§225II；惟本於公平性之考

量，應類推適用§225II 之規定，使丁得對甲請求讓與其對保險公司之保險金請求。縱認此處無類推§225II
之可能，惟甲對保險公司請求之債權係甲之責任財產，若甲怠於行使，丁得以甲之債權人之身分，代位行

使(§242)，併予敘明。 
 
二、 甲、乙二人共有 A 地，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且無分管之約定。乙未經甲同意，將 A 地全部出

借於丙商業同業公會。其後，該公會理事長丁基於職務關係，指示以公會會款在 A 地上興建 B
屋，並將 B 屋出租且交付於戊使用，以所得租金充實公會會款。甲得知 A 地遭他人占用後，問： 
(一) 甲請求丁「拆除 B 屋」、並「返還 A 地」，於全體共有人，有無理由？（15 分） 
(二) 甲請求戊「拆除 B 屋」、「自 B 屋遷出」，並「返還 A 地」於全體共有人，有無理由？（15 分） 
(三) 甲請求戊給付「相當於租金之不當得利」，有無理由？（15 分） 

命題意旨 
本題係屬傳統爭點之考題，諸如定著物之認定標準、民法§758 與§759 之區別等，並無特別之學說爭

議，理論上應不難掌握。 

答題關鍵 
傳統爭點如共有物之管理、63 年第 6 次民庭決議、原始取得建物所有權與證權登記等外，更應對興

建建物之申請流程有一定之熟悉度(例如：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考點命中 
1.《高點民法講義第一回》，顏台大編撰，頁 33、34。 
2.《高點民法講義第二回》，顏台大編撰，頁 2、51。 
3.《高點民法講義第七回》，顏台大編撰，頁 22 以下。 

【擬答】 
本題爭點涉及分別共有物之管理權限、建物所有權之原始取得、債之相對性以及不當得利返還客體等，分述如

下： 
(一)丁並非 B 屋之所有權人，且丁未就 B 屋占有使用收益，故甲不得請求丁拆屋還地 

1.甲乙共有 A 地，應有部分各二分之一，且無分管約定，乙未經甲之同意，自不得將共有物出借與他人(民
法§820I 參照)，故甲不受乙出借行為之拘束。 

2.依建築法§30，起造人興建建物應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今乙出借 A 地既未得甲之同意，理論上 B 屋之

興建自無可能出具 A 地之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並進而請領建造執照，B 屋應屬違章建築。惟依題示，B 屋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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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出租並交付於戊使用，B 屋自應已符合最高法院 63 年第 6 次民庭決議就定著物認定之使用上獨立性與

構造上獨立性之要件，而屬獨立之定著物。又 B 屋縱屬違建而無法辦理保存登記，然建物之興建係屬不動

產所有權之原始取得，縱未辦理保存登記，惟保存登記係屬民法§759 所謂之證權登記，該登記係處分權取

得之要件，未經登記亦無礙於建物所有權之原始取得。 
3.原始取得建物所有權之歸屬，應視係由何人出資興建而定。今丁係丙同業公會之理事長，丙係屬法人(商

業團體法§2 參照)，丁係本於職務關係並指示以丙之會款興建 B 屋，故 B 屋係由丙出資興建而原始取得 B
屋所有權當屬無疑。丁既非 B 屋所有權人，就 B 屋亦無事實上處分權限，且丁實際上亦未就 B 屋為使用

收益，故甲請求丁拆屋還地，自無理由
1
。 

(二)甲僅得請求戊返還 A 地於全體共有人 
1.B 屋為丙原始取得所有權已如前述，丙將 B 屋出租並交付於戊，戊因此而取得承租人之地位，然因租賃契

約係屬債權契約，本於債之相對性，戊自不得以租賃契約對甲主張有權占有。 
2.然因戊僅係承租人，就 B 屋亦無事實上處分權限，故戊自無拆除 B 屋之權限，甲自不得請求戊拆除 B 屋

(92 台上 1604 號判決參照)。 
3.就請求戊自 B 屋中遷出部分，因 B 屋係為丙所有已如前述，甲並非 B 屋之所有權人，而請求戊遷出 B 屋

之請求權基礎係民法§767 條，其前提須甲為 B 屋之所有權人；故甲自不得請求戊自 B 屋遷出。 
4.惟戊因遷入 B 屋，自已就 A 地加以占有與使用，且戊就 A 地並無取得任何占有使用權源，所有權人甲自

得請求戊返還 A 地。又甲請求返還 A 地，其請求權基礎為民法§767，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依民法§821
但書，僅得為共有人全體之利益為之；今甲係請求戊將 A 地返還於全體共有人，合於民法§821 但書，自

有理由。 
(三)甲得請求戊給付相得於租金之不當得利 

1.戊就 A 地對甲而言並無任何占有使用權源已如前述，是故，戊就 A 地之用益，自係無法律上之原因而受

利益，致甲受有損害，構成不當得利(民法§179 參照)。 
2.就無權占有他人不動產之不當得利益返還，實務見解向來主張該不當得利受領人係獲得相當於租金之不當

得利2；然學說上主張，無權占有他人不動產，所得利益實為占有，然因占有此一利益係屬本於利益性質

而不能返還，故應以利益之價額作為返還之客體(民法§181 但書參照)。至於如何核算占有此一利益之價額，

始以占有標的若出租他人所可獲得之租金收益作為衡量利益價額之標準3。 
3.惟甲雖得請求戊給付不當得利，惟不當得利請求權係債權請求權，故其行使仍應受應有部分之限制，甲之

應有部分為 1/2，是故甲僅得請求戊給付相當於租金之 1/2 之不當得利。 
 
三、 甲已喪妻，有一子丙。乙已喪夫，有一子丁。其後，甲與乙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甲於婚後，

以其婚後職業所得購買 A、B 二屋。甲將價值新臺幣（下同）600 萬元之 A 屋贈與乙，將價值 1000
萬元之 B 屋贈與丙，並分別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2 年後，甲有外遇，乙因而訴請法院判決離婚，

並請求剩餘財產之分配。乙起訴前，甲以其婚後薪水中之 100 元購買彩券，中獎而得有獎金 100
萬元，另有婚後職業所得 100 萬元。乙有婚前財產 C 屋一棟，乙於與甲結婚後，提起本訴之前，

為裝修 C 屋而負債 100 萬元。乙除 A 屋、C 屋外，尚有退休時領取之勞工保險給付 100 萬元。

又甲於訴訟繫屬中，辦理退休，得有退休金 200 萬元。試問： 
(一) 法院於判決離婚時，就甲、乙間剩餘財產之分配應如何判決？（35 分） 
(二) 若判決確定後，乙旋即死亡，丁得否向甲或丙行使乙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10 分） 
 
 

                                                 
1 92 台上 1604 判決：房屋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行為，未經辦理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僅所有人或有事

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之權限。 
2 61 台上 1695 號判例：依不當得利之法則請求返還不當得利，以無法律上之原因而受利益，致他人受有損害為

其要件，故其得請求返還之範圍，應以對方所受之利益為度，非以請求人所受損害若干為準，無權占有他人

土地，可能獲得相當於租金之利益為社會通常之觀念，是被上訴人抗辯其占有系爭土地所得之利益，僅相當

於法定最高限額租金之數額，尚屬可採。 
3 土地法§97I：城市地方房屋之租金，以不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年息 10%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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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意旨 本題在測驗同學對於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之適用以及其一身專屬性之理解。 

答題關鍵 
本題難度不高，在作答上僅需特別就相關爭點如夫妻間贈與、退休金與勞工保險給付是否屬於婚後

財產乙節為具體說明即可。 

考點命中 《高點身分法講義第一回》，梁台大編撰，第三章第三節，頁 123-131。 

【擬答】 
(一)法院於判決離婚時，就甲、乙間剩餘財產之分配，應判決命被告甲給付原告乙 50 萬元： 

1.按「夫妻未以契約訂立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夫或妻

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不能證明為婚前或婚後財產者，推定為婚後財產；不

能證明為夫或妻所有之財產，推定為夫妻共有。」、「夫妻各自對其債務負清償之責。」、「法定財產制關係

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

平均分配。但下列財產不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金。」、「夫妻現存之婚後

財產，其價值計算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為準。但夫妻因判決而離婚者，以起訴時為準。」、「夫妻離婚

時，除採用分別財產制者外，各自取回其結婚或變更夫妻財產制時之財產。如有剩餘，各依其夫妻財產制

之規定分配之。」民法第 1005 條、第 1017 條第 1 項、第 1023 條第 1 項、第 10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1030
條之 4 第 1 項、第 1058 條定有明文。 
由是可知，於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者，夫或妻之財產分為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由夫妻各自所有，

夫妻各自對其債務負清償之責；夫妻因判決而離婚以致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以夫妻起訴離婚之時為

準，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不含無償取得之部分），扣除婚後負債務後，夫或妻之一方得請求平均分

配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 
2.查甲與乙結婚，未約定夫妻財產制者，原則上其夫妻財產制應為法定財產制。第查，結婚 2 年後，乙訴請

法院判決離婚，並請求剩餘財產之分配者，甲乙夫妻之法定財產制關係將因判決離婚而消滅，是乙妻自得

針對提起離婚訴訟之時現存婚後財產，向甲夫請求夫妻剩餘財產之分配無疑。 
3.甲夫之婚後財產計 100 萬元： 

(1)經查，甲於婚後，雖以其婚後職業所得購買之 A、B 二屋，均屬婚後財產，惟甲既分別將 A 屋、B 屋

贈與乙、丙，顯見於乙女提起離婚訴訟之時，A、B 二屋已非甲所現存之婚後財產，二屋自無庸計入甲

之婚後財產。 
(2)甲以其婚後薪水中之 100 元購買彩劵，中獎而得有獎金 100 萬元，因前者薪水中之 100 元已非現存，又

後者獎金 100 萬元係無償取得，是二者均無庸計入甲之婚後財產。 
(3)甲之婚後職業所得 100 萬元，屬婚後財產無疑。 
(4)至於甲於訴訟繫屬中，因辦理退休而得有退休金 200 萬元之部分，退休金之性質應屬勞力所得，本屬婚

後財產之一部；惟甲係於乙提起離婚訴訟後始領取該退休金，則該退休金自非甲於婚姻關係存續中現存

之婚後財產，自難成為分配之對象甚明。 
(5)由是可知，甲夫之婚後財產小計為 100 萬元。 

4.乙妻之婚後財產計 0 元： 
(1)甲將其婚後職業所得購買之 A 屋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贈與乙，顯見 A 屋係乙女無償取得，依我國實務與

多數學者見解，A 屋仍屬第 10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所謂無償取得之財產，A 屋自無庸計入乙之婚後

財產。 
(2)乙於提起離婚訴訟之前，有退休時領取之勞工保險給付 100 萬元，有鑑於勞工保險給付之性質亦屬勞力

所得，當屬婚後財產之一部。 
(3)至於乙有婚前財產 C 屋一棟，固屬婚前財產；惟乙於婚後為裝修 C 屋而負債 100 萬元，該 100 萬元則

屬乙女之婚後負債甚明。 
(4)由是可知，乙妻之婚後財產小計為 0 元（=婚後財產 100 萬元-婚後債務 100 萬元）。 

5.循此，乙妻之婚後財產計 0 元，甲夫之婚後財產小計為 100 萬元，是原告乙自得向被告甲請求給付夫妻剩

餘財產分配計 50 萬元無訛。 
(二)若判決確定後，乙旋即死亡，丁得向甲行使乙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1.按民國 91 年 6 月 26 日修正公布民法第 1030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第一項請求權，不得讓與或繼承。但已

依契約承諾，或已起訴者，不在此限。」立法理由略謂：「茲因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係因夫妻之身分關係

而產生，故於夫妻之一方死亡時，其繼承人不得繼承，或夫妻離婚時，任何一方之債權人不得代位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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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夫妻之任何一方不得將該期待權任意讓與。但若已取得他方之承諾或已經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者，則應

允其得讓與及繼承，以示公允。爰增訂第三項。」次按，民國 96 年 5 月 23 日修正公布民法第 1030 條之 1
時，則將原第 3 項刪除，修正理由略謂：「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雖依夫妻身分而產生，但其本質仍屬財產

權，並不具專屬性質，基於下列理由爰將第三項規定刪除：1.若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為專屬權，則第 1009
條、1011 條的規定將完全喪失意義，無法保障債權人之利益。2.對有請求權人之繼承人不利。」 

2.再按，民國 101 年 12 月 26 日修正公布民法第 1030 條之 1，再度增訂第 3 項：「第一項請求權，不得讓

與或繼承。但已依契約承諾，或已起訴者，不在此限。」立法理由：「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制度目的原在

保護婚姻中經濟弱勢之一方，使其對婚姻之協力、貢獻，得以彰顯，並於財產制關係消滅時，使弱勢一方

具有最低限度之保障。參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620 號解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乃立法者就夫或

妻對家務、教養子女、婚姻共同生活貢獻之法律上評價，是以，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既係因夫妻身分關係

而生，所彰顯者亦係「夫妻對於婚姻共同生活之貢獻」，故所考量者除夫妻對婚姻關係中經濟上之給予，

更包含情感上之付出，且尚可因夫妻關係之協力程度予以調整或免除，顯見該等權利與夫妻「本身」密切

相關而有屬人性，故其性質上具一身專屬性，要非一般得任意讓與他人之財產權。」 
3.由是可知，針對民法第 1030 條之 1 第 1 項之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是否具有一身專屬性之性質乙節，

立法上前後歷經多次修正，且歷次修正均未設有溯及既往之規定。依現行規範，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因具

有一身專屬性之性質，是不得讓與或繼承，但當事人已依契約承諾或已起訴者，自得由繼承人繼承行使該

權利。 
4.查設若原告乙提起離婚訴訟與剩餘財產分配請求訴訟之時間，如係於民國 101 年 12 月 26 日修正公布

民法第 1030 條之 1 以後者，原則上該權利有一身專屬性，乙之繼承人即其子丁應不得繼承該權利；惟乙

既已起訴請求者，丁自得例外地繼承行使該權利甚明。 
 
四、 原告甲起訴主張被告乙於民國 102 年 4 月 5 日下午 2 時許駕駛某車號自用小客車，在臺北市某路

口因違規左轉及闖紅燈，過失撞及當時騎乘腳踏車之原告甲，造成甲之腳踏車全毀及其右腿骨折

與腦震盪等傷害，住院治療 20 日，目前支出醫藥費新臺幣（下同）25 萬元，後續尚須追蹤治療

及復健。 
(一) 若甲在起訴狀上訴之聲明第一項表明：「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相當數額之損害賠償。」問：此一

訴之聲明是否符合民事訴訟法之規定或程序法理？另若甲乃表明：「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最低額

度 125 萬元及自起訴狀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年利率百分之五計算之利息。」理由

中表示受有目前已支出醫藥費 25 萬元、精神慰撫金 100 萬元、財物損害及其他後續治療金額

之損害。如法官在審理中未告諭原告可請求腳踏車損害額及後續治療費用等，原告對之亦未

追加請求或擴張聲明主張之，而於開庭二次後，法院即判決認定原告主張之醫藥費 25 萬元及

精神慰撫金 65 萬元有理由，其餘精神慰撫金之請求駁回。判決確定後，甲乃另行起訴請求腳

踏車損害 2000 元及後續治療費用 30 萬元。問：此一判決程序是否違法？甲之另訴是否合法？

（20 分） 
(二) 若系爭案件審理中，乙抗辯其未闖紅燈，因該行車紀錄器已遺失，乃請求傳訊當時曾看過該

行車紀錄器內容的警員丙，若法官內心認為該警員可能之證述不足採信，故無傳訊必要，惟

在審理中及判決中均未說明其為何不傳訊丙之理由，其審理程序及裁判是否有程序瑕疵？試

說明之。若兩造對於乙是否有過失，向審判長共同表示兩造合意選任丁鑑定機構進行鑑定，

若該鑑定機構鑑定結果認定乙僅占六成過失比例，問：法院可否基於其他事證而自行認定乙

之過失比例為五成？甲、乙之上開合意是否與仲裁鑑定契約相同？試說明之。（20 分） 
命題意旨 本題在測驗同學對於訴之聲明撰寫，以及合意選定鑑定人與仲裁鑑定契約等基本概念。 

答題關鍵 
本題第一小題涉及訴之聲明明確性原則與最低金額表明，應特別注意辦理民事訴訟事件應行注意事

項一二之規定以及我國實務是否容許未補充餘額另訴提起之問題。第二小題則涉及證據調查與鑑定

等問題，應特別注意：合意選定鑑定人與仲裁鑑定契約並不相同，概念上不宜混淆。 

考點命中 
1.《高點民事訴訟法講義第一回》，梁台大編撰，第一章第四節，頁 62-63。 
2.姜世明，〈訴之聲明之明確性原則〉，《月旦法學教室》第 77 期，2009 年 3 月，頁 18-19。 
3.姜世明，〈合意選任鑑定人與仲裁鑑定契約—評最高法院九十七年度台上字第一一二○號民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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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月旦法學雜誌》第 169 期，2009 年 6 月，頁 279-281。 
4.楊建華原著，鄭傑夫增訂，《民事訴訟法要論》，自版，2003 年 12 月，頁 235。 

【擬答】 
(一)1.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相當數額」之訴之聲明，不符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1 項與聲明明確性原則之程序法

理： 
(1)「起訴，應以訴狀表明下列各款事項，提出於法院為之：一、當事人及法定代理人。二、訴訟標的及其

原因事實。三、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按原告提起訴訟時，起

訴狀應記載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即訴之聲明），具體表明請求法院應為如何內容之判決。又原告起訴

狀訴之聲明（或法院裁判書之主文）應明確化（即明確性原則），不可模糊不清或概括化。如訴之聲明

欠缺明確性者，則起訴不合法。 
(2)查原告甲在起訴狀上訴之聲明第一項表明：「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相當數額之損害賠償。」惟請求被告給

付原告「相當數額」，原告所欲請求之金額究竟為若干？甚不明確，該聲明顯然欠缺明確性，起訴顯不

合法。對此，法院自應先透過闡明權之行使，令原告更正其聲明內容；如經法院闡明後，原告甲仍未補

正該瑕疵者，法院當可以起訴不合法為由，裁定駁回該訴訟。 
2.依我國實務見解，前訴訟程序似有違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4 項之規定；惟甲之另訴請求腳踏車損害 2000 

元及後續治療費用 30 萬元則不合法： 
(1)「第一項第三款之聲明，於請求金錢賠償損害之訴，原告得在第一項第二款之原因事實範圍內，僅表明

其全部請求之最低金額，而於第一審言詞辯論終結前補充其聲明。其未補充者，審判長應告以得為補充。」

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4 項定有明文。按訴之聲明應明確化（明確性原則），固如前述，惟民事訴訟法

第 244 條第 4 項有例外規定，於請求金錢賠償損害之訴中，容許原告得於原因事實範圍內，僅表明其全

部請求之最低金額，而於第一審言詞辯論終結前補充其聲明；審判長並應對未予補充之原告，闡明告以

得為補充。 
(2)再按，「法院於前項判決後，原告不得再主張其係一部請求，而就其餘請求另行起訴。如另行起訴，即

違反一事不再理原則或為前訴訟之確定判決效力所及，其訴為不合法，應予裁定駁回。」辦理民事訴訟

事件應行注意事項一二第 2 款定有明文。由是可知，如法院於前訴訟判決前，原告未能補充其聲明金額

者，自不得再主張就其餘請求另行起訴；如另行起訴，即違反一事不再理原則或為前訴訟之確定判決效

力所及，其訴為不合法，應予裁定駁回。 
(3)經查，如甲於原因事實之範圍內（即受有目前已支出醫藥費 25 萬元、精神慰撫金 100 萬元、財物損害

及其他後續治療金額之損害），於訴之聲明中表明：請求被告給付原告「最低額度 125 萬元」者，顯見

甲係依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4 項為最低金額之聲明。參諸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4 項之規定，法院「應」

於第一審言詞辯論終結前，令原告甲補充其聲明。惟查，法官在審理中既未告諭原告可請求腳踏車損害

額及後續治療費用等，原告對之亦未追加請求或擴張聲明主張之，則該訴訟程序似有違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4 項之規定。 
(4)又前訴訟經法院即判決認定原告主張之醫藥費 25 萬元及精神慰撫金 65 萬元有理由，其餘精神慰撫金

之請求駁回而確定在案。此後，甲如乃另行起訴請求腳踏車損害 2000 元及後續治療費用 30 萬元者，

依辦理民事訴訟事件應行注意事項一二第 2 款及我國實務見解，後訴訟之提起應不合法，法院得裁定駁

回該訴訟。 
(5)惟原告未能於訴訟中補充其聲明，係因法院未踐行其闡明義務所生者，一概拒絕原告針對餘額提起後訴

訟，是否有突襲性裁判之嫌？不無疑問，學者對此見解已提出質疑，並予敘明。 
(二)1.其審理程序及裁判均有程序瑕疵： 

(1)「當事人聲明之證據，法院應為調查。但就其聲明之證據中認為不必要者，不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

286 條定有明文。按所謂不必要者，係指當事人聲明之證據，與應證事實無關，或即令屬實，亦不足以

影響法院心證裁判基礎而言。苟依當事人聲明之意旨，某證據方法與待證之事項有關聯性者，不得預斷

為難得結果，認無必要而不予調查，更不得未予調查而不說明理由。由是可知，當事人聲明之證據，原

則上法院應為調查；倘若法院依當事人聲明之意旨，縱認無必要而不予調查者，仍應就不予調查乙節說

明其理由。 
(2)查系爭案件審理中，被告乙抗辯其未闖紅燈，因該行車紀錄器已遺失，乃請求傳訊當時曾看過該行車紀

錄器內容的警員丙。惟法官雖內心認為該警員可能之證述不足採信，故無傳訊必要，但卻未於審理中及

判決中說明其為何不傳訊丙之理由，顯然違反民事訴訟法第 286 條之規定，該程序與裁判均有瑕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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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法院可基於其他事證而自行認定乙之過失比例為五成；甲、乙之上開合意是否與仲裁鑑定契約並不相同： 
(1)按鑑定為一種調查證據方法，所得結果係供作法院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真偽之證據資料；除非當事人間

有仲裁鑑定契約等訴訟契約存在者外，否則法院即不受鑑定結果之拘束，仍應踐行調查證據之程序而後

定其取捨，依自由心證判斷事實之真偽。 
(2)再按，當事人約定委由法院以外之第三人就法律關係存否之事實或構成要件要素作成判斷，並願受該判

斷結果所拘束之仲裁鑑定契約，其性質具有訴訟契約中證據契約之性質，本於辯論主義之事實處分自由

及自主選擇定紛爭解決程序之綜合評量，在辯論主義之範圍內，固得承認其效力。由是可知，仲裁鑑定

契約係指當事人約定將事實之確定，委由法院以外之第三人予以確定之契約，其有拘束法院認定事實之

效力。惟概念上，仲裁鑑定契約與合意選任仲裁人契約不同（參照民事訴訟法第 326 條第 2 項），合意

選任仲裁人契約同屬訴訟契約、證據契約之一，其依法有效；惟當事人雖有選任仲裁人之合意，然未必

有願意接受該仲裁鑑定結果拘束之意思，則非可遽謂發生仲裁鑑定契約之效力。同理，鑑定人之鑑定結

果，不當然拘束法院或當事人，法院自應有依證據調查程序進行審理之義務。 
(3)查兩造對於乙是否有過失，向審判長共同表示兩造合意選任丁鑑定機構進行鑑定，其性質上仍非仲裁鑑

定契約，尚不發生拘束法院認定事實之效力。是以，縱然該鑑定機構鑑定結果認定乙僅占六成過失比例，

法院仍可基於其他事證，透過自由心證而自行認定乙之過失比例為五成。 
 
五、 原告甲起訴主張被告乙積欠其購買電腦器材之價金尾款新臺幣（下同）500 萬元，依買賣契約之

法律關係，請求乙給付 500 萬元。乙除否認有價金尾款未付清外，並另抗辯縱認有欠價金尾款

500 萬元，但甲尚欠其運費代墊款 100 萬元，其得以該 100 萬元抵銷系爭價金尾款。甲則否認乙

有代為墊付運費之事實。第一審法院認乙抵銷抗辯成立，判決乙應給付甲 400 萬元後，甲、乙就

其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乙於上訴理由中另抗辯甲之價金請求權已罹於民法第 127 條第 8 款規

定之 2 年時效而消滅，其得拒絕給付；並主張第一審法院言詞辯論終結後，甲在法庭外辱罵其是

詐騙集團、偽君子，其依民法第 195 條第 1 項規定對甲有慰撫金 500 萬元之債權，自得以之抵銷

系爭買賣價金 500 萬元；甲上訴理由則補充主張其並無給付運費義務，兩造已在乙提貨時約定運

費應由乙負擔，故其得拒絕給付，並否認有公然侮辱乙且表示不同意乙在第二審提出時效抗辯及

慰撫金之抵銷抗辯，復陳稱法院如認其 500 萬元價金請求權罹於時效而消滅，則並依不當得利規

定請求該 500 萬元。試附理由回答下列問題： 
(一) 本件甲、乙在第二審各自提出之主張及抗辯內容，究係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抑為訴之追加、

變更，或為反訴？乙在第二審就運費代墊款及侵權行為損害賠償是否得另提起反訴請求甲給

付之？（15 分） 
(二) 如果本件第一審法院依甲之聲請，於判決中諭知甲得於供擔保 135 萬元後假執行，但因乙未

為免假執行之聲請，故未同時宣告乙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行。則乙有何救濟方法以避免其財

產在第二審審理終結前遭甲實施假執行程序？又如甲就第一審法院宣告之供擔保額不服，依

法應如何救濟？（10 分） 
(三) 如本件僅有乙提起上訴，甲除主張乙上訴不合法外，並未提起上訴，則甲嗣於第二審審理期

間，得否另提起附帶上訴？如甲提起附帶上訴後，乙撤回上訴，則甲在第二審之附帶上訴程

序是否仍有效而存續？（10 分） 

命題意旨 
本題在測驗同學對於上訴程序相關規定之理解，特別係第二審訴之變更追加、反訴、逾時提出攻擊

防禦方法之失權制裁、假執行判決之救濟、附帶上訴與上訴撤回。 

答題關鍵 
本題有三小題。第二、三小題涉及法條內容之規定，難度不高。至於第一小題涉及基本概念之釐清，

即攻擊防禦方法之意義為何。同學只要從處分權主義、辯論主義二者間之差異切入後，應可迎刃而

解。 

考點命中 

1.《高點民事訴訟法講義第三回》，梁台大編撰，第七章第二節，頁 21-24。 
2.《高點民事訴訟法講義第三回》，梁台大編撰，第十章第一節，頁 101-102。 
3.《高點民事訴訟法講義第三回》，梁台大編撰，第十章第二節，頁 117-118、125-126、128-135。

4.沈冠伶，〈民事訴訟法 2002 年判解回顧―從訴訟上之實質平等及當事人之訴訟促進協力義務以

觀〉，《民事證據法與武器平等原則，民事程序法學與紛爭處理法則（二）》，台大法學叢書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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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年 10 月初版，頁 294-297。 
5.姜世明，〈遲延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失權〉，《民事程序法之發展與憲法原則》，元照，2003 年 11

月初版一刷，頁 257。 
6.吳從周，〈論遲誤準備程序之失權〉，《民事法學與法學方法（一）》，自版，2007 年 2 月初版，頁

371。 
7.吳明軒，《民事訴訟法（中）》，自版，2013 年 7 月修訂十版，頁 1403-1404。 

【擬答】 
(一)1.本件甲、乙在第二審各自提出之主張及抗辯內容： 

(1)「訴之變更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不得為之。但第二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六款情形，不在此

限。」、「當事人不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一、因第一審法院違背

法令致未能提出者。二、事實發生於第一審法院言詞辯論終結後者。三、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

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四、事實於法院已顯著或為其職務上所已知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者。五、其他非可

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致未能於第一審提出者。六、如不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民事訴訟法第 446
條第 1 項、第 447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按民事訴訟法第 446 條第 1 項為訴之變更、追加之規定，涉及訴

訟標的之提出，屬於處分權主義之層次；又民事訴訟法第 447 條第 1 項為逾時提出攻擊防禦方法之失權

制裁，其提出限制之客體僅限於攻擊防禦方法，即事實上或法律上陳述、事實與證據之提出（包含抵銷

抗辯、時效抗辯等）。惟一般認為訴之變更、追加或反訴，並非失權制裁規定所謂之攻擊防禦方法，非

為失權之客體。因訴之變更、追加或反訴，目的在於貫徹紛爭解決一次性之要求，且亦不造成訴訟遲延，

宜解為特別規定，並無失權制裁之適用。 
(2)緣原告甲以買賣契約之價金尾款計 500 萬元之債權為訴訟標的，向乙請求給付。乙除否認有該債權外，

並另提出以運費代墊款 100 萬元為抵銷抗辯。第一審法院認乙抵銷抗辯成立，判決乙應給付甲 400 萬

元。 
(3)查本件甲在第二審提出：法院如認其 500 萬元價金請求權罹於時效而消滅，則並依不當得利規定請求

該 500 萬元等語，既係額外請求以訴訟標的以外之其他權利之主張，應屬於訴之追加、變更。 
(4)第查，本件乙在第二審，為否認原告就訴訟標的之請求，分別提出：甲之價金請求權已罹於消滅時效（時

效抗辯）、以其對甲之 500 萬元慰撫金債權為抵銷抗辯等主張，應係新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又本件甲

在第二審，補充主張：其並無給付運費義務、伊並未公然侮辱乙而否認乙之抵銷抗辯，並不同意乙在第

二審提出時效抗辯及慰撫金之抵銷抗辯各節，亦屬新攻擊防禦方法之提出。 
2.乙在第二審就運費代墊款及侵權行為損害賠償，否得另提起反訴請求甲給付之： 

(1)按「提起反訴，非經他造同意，不得為之。但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一、於某法律關係之

成立與否有爭執，而本訴裁判應以該法律關係為據，並請求確定其關係者。二、就同一訴訟標的有提起

反訴之利益者。三、就主張抵銷之請求尚有餘額部分，有提起反訴之利益者。」民事訴訟法第 446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 
(2)查第一審法院肯認乙以運費代墊款 100 萬元之抵銷抗辯，因而判決乙應給付甲 400 萬元。又針對乙仍

應給付之部分，乙於第二審已針對其對甲之 500 萬元慰撫金債權，以其中 400 萬元部分為抵銷抗辯。 
(3)第查，如第二審法院認為乙以慰撫金債權為抵銷抗辯，並非新攻擊防禦方法而容許提出者，設乙於第一

審之抵銷抗辯仍有理由，則乙當有未經抵銷之餘額 100 萬元慰撫金債權可資請求。是以，乙自得爰依民

事訴訟法第 446 條第 2 項第 3 款之規定，就此餘額債權提起反訴。 
(二)1.乙得請求第二審法院先為辯論及裁判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行 

(1)按「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宣告被告預供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行」、「第二審法院應

依聲請，就關於假執行之上訴，先為辯論及裁判。」民事訴訟法第 392 條第 2 項、第 455 條定有明文。

由是可知，如第一審法院判決諭知原告得供擔保後假執行，但未同時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行

者，被告得對本案判決及其假執行之部分一併上訴，請求第二審法院先為辯論及裁判宣告被告得預供擔

保而免為假執行。 
(2)查乙並未向第一審為免假執行之聲請，是本件第一審法院則於判決中諭知甲得於供擔保 135 萬元後假

執行，而未同時宣告乙得預供擔保免為假執行，甲、乙就其敗訴部分各自提起上訴。是以，乙自得爰依

民事訴訟法第 455 條之規定，請求第二審法院先為辯論及裁判宣告被告得預供擔保而免為假執行。 
2.甲就第一審法院宣告之供擔保額不服，依法得提起上訴： 

(1)「原告陳明在執行前可供擔保而聲請宣告假執行者，雖無前項釋明，法院應定相當之擔保額，宣告供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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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後，得為假執行。」民事訴訟法第 390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按當事人僅得就判決之結果，對其有不利

之部分而不服，向上級審法院提起上訴加以救濟。當事人上訴利益之有無，原則上以原判決結果之判決

主文與訴之聲明兩相比較，如有較原訴之聲明不利情形，上訴人即有上訴利益（即形式不服說）。惟例

外情形，則兼採實質不服說，即當事人上訴利益之有無，以當事人上訴後，於上級審法院中可在實體法

上獲得較原判決更有利之情形者，上訴人即有上訴利益。是以，我國一般均承認，當事人得對假執行擔

保金額之多寡提起上訴。 
(2)由是可知，甲如就第一審法院宣告之供擔保額不服者，自得依法得提起上訴。 

(三)甲得於第二審審理期間提起附帶上訴；乙撤回上訴後，甲之附帶上訴是否存續，應視假是否同意乙撤回上訴

而定： 
1.按「上訴人於終局判決前，得將上訴撤回。但被上訴人已為附帶上訴者，應得其同意」、「被上訴人於言詞

辯論終結前，得為附帶上訴。但經第三審法院發回或發交後，不得為之」、「附帶上訴，雖在被上訴人之上

訴期間已滿，或曾捨棄上訴權或撤回上訴後，亦得為之」、「上訴經撤回或因不合法而被駁回者，附帶上訴

失其效力。但附帶上訴備上訴之要件者，視為獨立之上訴。」民事訴訟法第 459 條第 1 項、第 460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461 條定有明文。由是可知，於上訴期間期滿後，被上訴人仍得為附帶上訴；此時，上訴

人於終局判決前如欲將上訴撤回者，應先得已為附帶上訴之被上訴人同意；經上訴人撤回上訴後，因該附

帶上訴無法視為獨立之上訴，是附帶上訴則失其效力。 
2.查第一審法院肯認乙以運費代墊款 100 萬元之抵銷抗辯，因而判決被告乙應給付原告甲 400 萬元。設本件

僅有乙提起上訴，甲除主張乙上訴不合法外，並未提起上訴，是第二審之上訴人為被告乙，被上訴人為原

告甲。 
3.第查，被上訴人甲對於第一審判決不利於己之部分（即法院肯認抵銷抗辯之部分），雖未於上訴期間屆滿

前提起上訴，惟被上訴人甲仍得於第二審言詞辯論終結前，得為附帶上訴（民事訴訟法第 460 條第 1 項、

第 2 項意旨參照）。 
4.再查，經被上訴人甲提起附帶上訴後，如上訴人乙撤回上訴者，自應先取得被上訴人甲之同意。如甲不同

意乙撤回上訴者，自不發生撤回上訴之效力。反之，如甲同意乙撤回上訴者，有鑑於被上訴人甲逾越上訴

期間後始提起附帶上訴者，因該附帶上訴並不具備上訴要件而無法視為獨立之上訴，是上訴人乙撤回上訴

後，附帶上訴即隨同失其效力（民事訴訟法第 461 條意旨參照）。 
 
六、 甲因好友介紹，購買乙所有之公寓及基地應有部分（以下簡稱系爭房屋）。甲付清價款並於民國

（下同）100 年 5 月 15 日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後，始知悉系爭房屋早在 2 年前即為丙占有使用

中。甲乃向丙表示伊係現在系爭房屋所有人，丙占有系爭房屋並無正當權源，丙則否認之並拒絕

搬遷。甲因居住需要，乃以丙無權占有系爭房屋為原因事實，本於民法第 767 條第 1 項規定提起

訴訟，聲明：丙應遷讓交還系爭房屋與甲。丙於第一次準備期日，提出其與乙訂定並經公證之書

面系爭房屋租賃契約為證據，其上記載：承租人丙向出租人乙承租系爭房屋，期間自 98 年 1 月

1 日起算 6 年，承租人應交付並已交付出租人押租金新臺幣（下同）50 萬元，以押租金按法定利

率計算之利息逐月抵付租金，押租金於租賃契約消滅時無息退還等內容。丙並據以辯稱：伊對系

爭房屋有租賃權，且已依約支付租金，並非無權占有云云。甲當即援引丙提出之證據及抗辯事實，

追加聲明：丙應給付甲押租金 50 萬元。丙則聲明：不同意甲追加聲明，對甲所為全部之請求，

請予以駁回。訴訟進行中，丙愈覺不安，乃請教其律師是否得對乙請求返還押租金 50 萬元。 
(一) 請就甲、丙之聲明及主張，闡明及整理其間之訴訟關係，擬定審理程序，並說明其依據。（40

分） 
(二) 承上題，請依所定之審理程序，論述甲對丙之訴有無理由。（30 分） 
(三) 丙請求乙返還押租金 50 萬元有無理由？請附理由說明之。（20 分） 

答題關鍵 
第一小題：爭點整理題型。 
第二小題：(1)買賣不破租賃（民法第 425 條）；(2)押租金契約之性質與隨同移轉問題。 
第三小題：押租金返還問題。 

考點命中 
第一小題： 
《高點民法&民訴實例題實戰解析》，劉律師編著(2013.09)，主題 11：爭點整理題型解題技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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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5。 
第二小題： 
《高點律師、司法官班民法專用講義第三回》，劉台大編撰，主題 31：租賃、借貸契約，頁 81-83
《高點律師、司法官班第二試民法總複習專用講義》，劉台大編撰，爭點 64：租賃契約之社會化，

頁 153-155。 
第三小題：  
《高點律師、司法官班民法專用講義第三回》，劉台大編撰，主題 31：租賃、借貸契約，頁 82-83、

88。 
《高點律師、司法官班第二試民法總複習專用講義》，劉台大編撰，爭點 64：租賃契約之社會化，

頁 154-155；爭點 65：租賃契約之消滅，頁 156 。 

【擬答】 
(一)甲、丙訴訟關係、審理與爭點整理程序之相關論述，分說明如下： 

1.甲、丙兩造之聲明與陳述要旨： 
題示甲、丙因所有物返還事件涉訟。原告甲主張：丙應依民法第 767 條之規定遷讓、交還系爭房屋於甲，

並追加聲明請求給付 50 萬元之押租金；被告丙則主張：對於系爭房屋具有租賃權，且已依約給付租金，

請求法院駁回甲全部之請求，先予整理。 
2.審理程序：應先行爭點整理程序而後始為實質審理 

(1)按依民事訴訟法第 296-1 條之規範，法院於行調查證據前，應踐行爭點整理程序，蓋藉爭點之具體化與

明確化，達成審理集中化之目標、防止促進訴訟、發現真實、法律適用之突襲，先予說明。 
(2)再按當事人起訴時，得依該程序主體權、程序處分權特定訴訟上請求，惟反面言之，立基於促進訴訟義

務、誠信原則，當事人亦有特定訴訟上請求之義務。於最上位爭點之整理，本件甲所聲明之主張有二：

「所有物返還請求」與「押租金給付請求」，兩者甲均以「權利單位」特定訴訟標的，且聲明已具可執

行性，應認為訴訟標的與聲明均為特定。惟就事理而言，甲之二訴之聲明係屬不兩立之請求，因此，法

院應藉由公開心證、表明法律見解等闡明義務之行使，促使當事人間擇定審理範圍、排列其客觀合併態

樣（例如：預備合併）或成立爭點簡化協議（例如：僅就押租金給付請求為審理），俾利後續爭點整理

程序之進行。 
(3)就「所有物返還請求」言，法院應進行「論理型爭點整理程序」，為當事人分析實體法上之各要件事實，

進行論理型之討論，並對於事實上、證據上之爭執事項、不爭執事項進行整理。例如：關於「甲為所有

人」要件，如雙方均不爭執，則可列入「不爭執事項」；關於「丙為無權占有」要件，如雙方對於丙之

租賃權是否得依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對抗甲有所齟齬，則可列為爭執事項，並進而依相關要件事實進行

證據上之爭點整理。 
(4)就「押租金給付請求」言，法院亦應進行「論理型爭點整理程序」，為當事人分析實體法上之各要件事

實，進行論理型之討論，為事實上、證據上之爭點整理。惟如認為當事人法律上有定性錯誤之情事，例

如：法院認為「押租金給付請求」應主張之對象為乙而非甲，亦應公開心證、表明法律見解，與當事人

進行法律上討論，遂行法律上之爭點整理，並依民事訴訟法第 199 條、第 199-1 條適正當事人之主張，

或闡明其追加當事人。 
(5)爭點整理程序中，法院應善盡其闡明義務，自最上位爭點而降，為事實上、證據上、法律上之爭點整理，

作成審理計畫，始進行言詞辯論程序與實質審理，以促進審理集中化，防止突襲性裁判，並協同當事人

尋求信賴真實點之法。 
(二)甲對丙之主張全部無理由，應予全部駁回： 

1.「所有物返還請求」係無理由，論述如下： 
(1)按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契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

存在。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參照，本項規定，為我國租賃權絕對權化之「買賣不破租賃」明文，先予說

明。 
(2)題示乙、丙租賃契約中，乙已將租賃物交付丙、且租賃物為丙所占有，而乙將租賃物所有權讓與甲，甲

自須依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規定，法定繼受該租賃契約。此外，乙、丙間之租賃契約雖已逾五年，惟於

其曾辦理公證之情形下，買賣不破租賃之效力，亦不受民法第 425 條第 2 項之限制，須併予說明 
(3)綜上論述，基於買賣不破租賃之效力，本件丙之租賃權應得對抗甲，甲對丙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係無

理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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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押租金給付請求」亦無理由，論述如下： 
(1)題示乙、丙約定租賃契約押租金 50 萬元，並以押租金所生之利息抵付租金，其約定具有「押租金契約」

與「預付租金」之性質，擬先定性。 
(2)依實務見解，本件原所有人乙於租賃契約移轉時，未將押租金隨同移轉於受讓人甲，於押租金係屬租賃

契約以外之「從契約」、「要物契約」下，該押租金契約並未隨同移轉於甲，甲自不得對於押租金有所主

張（最高法院 65 年度台上字第 156 號判例4參照）；退而言之，受讓人甲依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繼受租

賃契約時，亦應繼受租賃契約「租金已預付」之瑕疵（司法院院字 1909 號解釋5、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

院 99 年度重上更(二)字第 20 號判決6參照），故縱甲係以給付租金為由請求丙應給付押租金，亦屬無理

由7。 
(3)惟應注意者為，通說8雖亦主張租賃契約之押租金係屬「從契約」，但認為其非屬「要物契約」。如依通

說見解，本件押租金契約應與租賃契約隨同移轉於甲，惟甲於繼受押租金契約時，亦應繼受「押租金已

付」之瑕疵，故縱採通說見解，甲之「押租金給付請求」亦無理由。 
(4)綜上論述，無論依實務見解或通說見解，甲之「押租金給付請求」均無理由，應予駁回。 

(三)丙不得請求乙返還押租金 50 萬元，論證如下： 
1.依實務見解，押租金係屬「從契約」、「要物契約」，故於乙未實際交付押租金於甲之情況，押租金契約仍

存在於乙、丙之間。此時，由於其所擔保之租賃債務尚屬存在，且押租金所生之利息亦有預付租金之性質，

丙自不得向乙依押租金契約或不當得利之規定請求返還押租金 50 萬元。（最高法院 77 年度台上字第 2213
號判決9參照） 

2.惟如採通說見解，本件押租金契約既屬從契約，無論有無實際交付，自應與租賃契約隨同移轉於甲，乙已

非押租金契約之主體。故丙亦不得向乙請求返還押租金 50 萬元。此外，本件縱涉權益侵害之不當得利問

題，於「權益歸屬說」之立場下，亦應由擔保利益受直接侵害之甲向乙依不當得利規定請求返還押租金

50 萬元，丙並非不當得利之請求權主體。（最高法院 98 年度台上字第 1156 號判決10參照） 
3.綜上論述，無論依現行實務或學說見解，丙均不得向乙請求返還押租金 50 萬元。 
4.應予補充者為，本件如租賃關係終了，租賃物交還而已無債務不履行情事，丙即應生押租金返還請求權。

惟該押租金返還請求權行使之對象。於押租金實際上未轉交下，依實務見解應係向乙行使、依通說見解則

                                                 
4 最高法院 65 年度台上字第 156 號判例：「民法第四百二十五條所謂對於受讓人繼續存在之租賃契約，係指民

法第四百二十一條第一項所定意義之契約而言，若因擔保承租人之債務而接受押租金，則為別一契約，並不

包括在內，此項押租金契約為要物契約，以金錢之交付為其成立要件，押租金債權之移轉，自亦須交付金錢，

始生效力，出租人未將押租金交付受讓人時，受讓人既未受押租金債權之移轉，對於承租人自不負返還押租

金之義務。」 
5 司法院院字 1909 號解釋：「承租人依租賃契約所為租金之預付。得以之對抗受讓人。故租賃契約。如訂明承

租人得於押金已敷抵充租金之時期內。不再支付租金。而將押金視為預付之租金者。雖受讓人未受押金之交

付。亦得以之對抗受讓人。」 
6 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99 年度重上更(二)字第 20 號判決：「上訴人對系爭租約之出租人黃唐月英既仍有二千

萬元借款債權（已充為系爭租約之押租金）存在，則其等間以二千萬元押租金之利息抵付租金之約定亦仍存

在，且性質上為租金之預付，雖被上訴人未受讓此二千萬元押租金，然依司法院解釋及判例意旨，上訴人仍

得以此租金之預付對抗受讓人，是以被上訴人以上訴人積欠租金為由主張終止系爭租約，即屬無據，應予駁

回。」，本案經最高法院 99 年度台上字第 1978 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 
7 補充說明：關於「以利息預付租金」下，受讓人不須繼受「租金已預付」瑕疵之不同見解，可參見：黃茂榮(2010)，

〈租賃（下）〉，《植根雜誌》，第 26 卷第 4 期，頁 21-22。黃茂榮大法官認為，租賃契約約定以利息抵繳租金，

評價上應屬「租賃與消費借貸之混合契約」，受讓人於依民法第 425 條第 1 項規定繼受租賃契約時，並不繼受

消費借貸部分之契約，故無須繼受「租金已預付」之瑕疵。 
8 通說來源：邱聰智(2002)，《新訂債法各論（上）》，初版，頁 407-409 
9 最高法院 77 年度台上字第 2213 號判決：「押租金係以擔保承租人之租賃債務為目的。是押租金返還請求權，

應於租賃關係終了，租賃物交還，承租人已無債務不履行情事，且押租金尚有餘額時，始能產生。」 
10 最高法院 98 年度台上字第 1156 號判決：「民法第一百七十九條前段規定，無法律上之原因而受利益，致他人

受損害者，應返還其利益。其判斷是否該當上揭不當得利之成立要件時，應以「權益歸屬說」為標準，亦即

倘欠缺法律上原因而違反權益歸屬對象取得其利益者，即應對該對象成立不當得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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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向甲行使，此須併予說明。 
 

【延伸說明】 
(1) 在押租金實際上未轉交下，承租人究應向何人主張押租金返還請求權，實屬法制上之重大議題。實務見解

採「向原出租人請求返還」說，目的在於保護未受押租金實際交付之受讓人，惟論理上須面對何以押租金

契約係要物契約、不隨同租賃契約移轉之難題；通說見解採「向受讓人請求返還」說，雖然在邏輯上符合

從契約隨同主契約移轉之法則，但對於未受押租金實際交付之受讓人，保護上實有不周。 
(2) （舊）德國民法第 572 條於此種情形，採取折衷之立法例：「1 經讓與之土地，使用承租人如已向出租人提

供擔保，受讓人應繼受該權利義務關係。2 受讓人僅有在其收受擔保時，或在其對於出租人承擔返還義務時，

始負返還義務。」，並於房屋租賃準用之（第 580 條）。在此見解下，買賣不破租賃發生而押租金實際上未

轉交下，雖然受讓人仍需承擔押租金契約，惟例外限制其不須負返還義務，恰可解決理論與實際之難題，

作為折衷，可供解釋論參照。相關論述可參照：王澤鑑(2002)，〈買賣不破租賃：民法第四二五條規定之適

用、準用及類推適用〉，《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第六冊》，頁 216-219。 
(3) 惟 2002 年新德國民法第 566a 條改為規定：「房屋使用承租人為履行義務而向出租人提供擔保時，受讓人應

繼受該權利義務關係；租賃關係終止時，如使用承租人無法由受讓人處取得該擔保時，出租人繼續負有返

還義務」，並於土地租賃準用之（第 578 條）。在此見解下，買賣不破租賃發生而押租金實際上未轉交下，

受讓人除需承擔押租金契約外，更負押租金返還義務；惟如受讓人不履行押租金返還義務，由出租人負補

充性之返還義務，更深化對於承租人之保護，此種立法例，亦殊值未來立法上參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