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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版序 

筆者於第五版持續地配合授課學生之回饋，將若干不容易理解

處予以改寫並訂正錯漏字。 

因2019年「法院組織法」與「行政法院組織法」部分修正條文
之施行，最高法院將成立「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取代現行的

「判例」與「民、刑庭決議」，是每一則最高法院判決所採之法律

見解對於後來案件審判之拘束力，均有其等價之重要性，然衡量過

去由判例與決議所揭櫫之抽象法律原則，短期內尚不因此而失其參

考價值，故此次改版就實務見解之引用，仍維持標示出判例、決

議、判決之方式。 

物權法是我國財產法制的重要支柱，但因為內容繁多，體系龐

雜，掌握不易，往往造成法律系學生沉重的學習壓力而望之卻步，

盼在各位的持續鞭策下，讓本書能繼續精進，以簡馭繁，使讀者能

輕鬆、無負擔地一窺物權法堂奧之美。 

 

邱玟惠 
2019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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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緣起） 

物權法內容繁多，是學習者相當大的負擔，對授課老師言，亦

屬極大挑戰。筆者於東吳大學教授物權，即採PPT方式教學，期能
在有限授課時數內教授完整內容。見學生多自行列印PPT並加註上
課要點研讀，遂嘗試依此授課PPT內容編寫為講義，以方便學生學
習。筆者研習物權法，師承前司法院大法官  謝在全恩師，而筆者
物權法之教學，係受鄭冠宇教授啟迪，因此筆者教材內容係以二位

老師所編之物權法鉅著為張本，再參考實務與有力學說編寫而成。 

本教材採逐條釋義的方式編排，是為了加強學生對現行法之熟

悉度；雖以逐條釋義方式編寫，但於適當處，筆者一併整合民總與

債總概念，協助學生建構出完整的民事財產法體系。 

今承蒙元照出版公司將此授課教材出版為講義書，筆者考慮讀

者之不同需求，更針對初學與進階學習者設計不同的學習區塊，方

便讀者閱讀。筆者必須強調，此書並非教科書，而是提供讀者以此

書作為學習物權之簡便筆記本，讀者務必參照權威教科書之內容對

照此筆記本，方能徹底習得物權奧義。筆者並建議，讀者可將自修

學習心得、聽課內容與期刊論述等，補充記入此筆記本相對應法條

之空白處，使本書成為讀者之專屬筆記書，方便日後複習參考，或

準備考試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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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講義書之寫成，除大量援引實務判解外，主要參考謝在全  
教授與鄭冠宇教授所著之物權教科書，筆者在此對二位師長謹致  
誠摯之謝意與敬意。東吳同僚吳志正老師對本書之編寫與內容提供

寶貴之意見，以及東吳大學法律系學生與筆者於物權法之教學相

長，亦一併致謝。惟筆者學養不足，本書錯漏之處，仍盼讀者不吝

指正。 

 

邱玟惠 
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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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法條：§416指民法第416條第1項第2款。未標明者為民

法，其餘各法以簡稱代之，譬如土§18＝土地法§18，民訴§52
＝民事訴訟法§52等。本書逐條釋義原則上依物權編各章之條

文次序編排，惟於必要處，筆者例外更動次序以利閱讀。「占

有」之條文不另彙集成章，而係於其他章節相關之適當處說明。 

實務見解：52台上418（指最高法院判例），52台上1125原決（指
該判例之原判決），84台上1121決（指最高法院判決），89‧9民
決（指最高法院89年度第9次民庭決議、民庭總會決議等），院
1221、院解418、釋367（指司法院之院字、院解字、釋字解
釋）。 

學說爭議：孫師（孫森焱老師）、謝師（謝在全老師）、鄭師

（鄭冠宇老師）。 

標示與符號：文中標示【注意】者：適合初學者閱讀。標示【思
考】、【練習】等：適合進階者閱讀。思考或練習之解答或提示

以符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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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論 

學習目標 
本章旨在了解「物權」，文中例示之法條初學者暫先閱覽明白其文義

即可，尚無須深究。 

物權之定義 
物權是指「人對物1之支配2，進而排除他人3干涉之權利」。

……………………………… 

1  物權法上之「物」，即物權之客體，包括動產與不動產，固體、液體、氣體不

論，但須具備「法律上具有排他支配之可能性」者，始足當之，準此，物權

客體須具備「特定性」與「獨立性」。 
【注意】物權法上有以「權利」為物權客體之少數例外，譬如§882「地上權、

農育權及典權，均得為抵押權之標的物」、§900「稱權利質權者，謂以可讓

與之債權或其他權利為標的物之質權」等，惟此非真正之物權，嚴格而言應

稱為「準物權」。 
2  為直接支配權，物權人於該物權之支配領域內得依自己之意思，無須他人意

思或行為介入，即得實現其權利。譬如，物之所有（權）人得直接使用其所

有物（§765），抵押權人得直接實行抵押權（§873）。【說明】民法稱「所

有人」，不稱「所有權人」，但後者可見使用於土地法等特別法。 
【比較】債權為請求權，債權人僅得對特定人請求其為一定之作為或不作為，

債權之內容須債務人實行給付（以意思或行為介入）方能實現。 
【思考】有無例外？有，物權人也有請求權，譬如§767之物上請求

權，但此請求權係物權客體遭侵奪或妨害後才被動地、消極地存在。債權

人也有支配權，譬如債權人行使§242之代位權、§244之撤銷權而介入或管

理債務人財產。 
3  「他人」指任何人，意即物權人對於得支配該物、並排除干涉之權利得對任

何人主張，譬如，A得直接支配其土地並排除B、C、D……等他人之干涉，

故物權係絕對權、對世權，且物權法大多是強行法，不允許當事人任意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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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債權人依§199僅得對特定人（即債務人）主張其權利，A就其對B之5

萬元消費借貸債權，僅得向該消費借貸債之關係之債務人B請求償還，不得向

不是債務人之C、D請求；承租人C對租賃房屋之修繕僅得向出租人D請求，

不得向不是出租人之第三人請求。故債權為相對權、對人權，且債法多為任

意法，允許當事人任意約定變更。 
【比較】A為其建物之室內採光，遂與鄰地所有人B約定，B將來建屋不得高於

地面15公尺，嗣B將土地讓與C，C於該地上建屋即不受A-B間先前約定之約

束，蓋A-B間之約定僅具債權效力，債之相對人為B，對C不生效力；惟倘A、

B間係以設定不動產役權（§851）之方式（按依§758須經登記始生效力）

為之，則具物權絕對效力，嗣B縱將土地讓與C，該不動產役權對C仍具效力。 

 

物權法 
狹義物權法：民法物權編所規定之八種物權：以「所有權」為核心，又

稱「全權」；其他七種物權均對所有權造成限制，故稱「限制物權」或

「定限物權」，又可分為二大類，即「擔保物權」與「用益物權」。 
擔保物權之性質為變價權，所有物上存在他人之擔保物權者，所有人

對所有物之變價權限即受限制，倘擔保物權人所擔保之債權未獲清

償，得就擔保物變價取償。物權編規定有三：抵押權（不動產），

再區分為普通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以及其他抵押權；質權，

再區分為動產質權與權利質權；留置權。 
用益物權之性質為用益權，物上存在有他人之用益物權者，用益權人

即得對該物為使用收益，故所有人對所有物之用益權限即受限制，物

權編規定有四：地上權，尚區分為普通地上權、區分地上權；農

育權；不動產役權；典權。 
廣義物權法：特別法上之規定，譬如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土地法、動產

擔保交易法……等。 

物權客體之特性 
由於物權之直接支配性與保護之絕對性與對世性，物權所支配之對象

與外部範圍（即物權之客體）必須明確！亦即，須使世人可明確辨識出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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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客體，方能不侵害或干涉其所有權，譬如，須知道私人房產之所在與

範圍。準此，物權客體須具備「特定性」與「獨立性」。 
特定性：物權客體必須是現已存在之且具體指定之特定物（物權客體特

定原則），故尚未生產之物（譬如A尚未縫製之成衣）固然得為買賣

契約之標的物，但尚非所有權之客體，蓋尚非物權客體之故，相對地，

已縫製完成之成衣既已存在，即為物權客體。未具體特定之物，尚不

得作為獨立之物權客體；譬如C向D購買米缸裡50斗中之3斗米，須俟自

米缸中取出該3斗米而具體特定後，始得謂該3斗米係有別於該缸米之另

一物權客體（而得由D移轉所有權於C）。又是否特定，係依社會通念或

經濟觀念認為特定即可（按：此處「特定」之用詞與§200無涉），非

必須為物理上之特定物，譬如分別共有之應有部分雖係抽象地存在，但

仍可認係特定。 
獨立性：物權客體須能與其他物加以區隔而具獨立性，故物之一部分（譬

如清瓷花瓶上繪有花卉之部分、未與活羊分離之羊皮、未與土地分離之

樹木）不得作為所有權之客體。是否獨立，並非物理上之觀念，而係依

社會通念或經濟觀念決之1，譬如，土地綿延無垠於形式上或物理上並

無邊際，但得以人為方式劃分，按宗登記地號，成為獨立之物。所謂獨

立性包括構造上之獨立性（公示性）與使用上之獨立性（支配性），

譬如，頂樓加蓋之閣樓雖具構造上之獨立性，但無獨立之出入口，仍屬

附屬建物2，非獨立之物權客體。〈注意〉由於我社會通念或經濟觀念於

交易上尚未肯認集團或集合物為一物之必要性與實用性，故民法物權編

尚未承認數個物集合（集團物或集合物）為一物權客體。

……………………………… 

1  參85台上1171決：「物權之客體，固須具有獨立性，但所謂獨立性，並非物理

上之觀念而係社會經濟上之觀念。以一筆土地或一棟建物之特定部分為物權

客體時，僅須該特定部分經以人為之區劃而可確定其一定之範圍，並得依有

關土地法令辦理登記者即足當之。」按：不能辦理登記者，未必不是物權客

體，譬如違章建築雖不能登記，但仍為物權客體。 
2  100台上4決：「按所謂附屬建物，係指依附於原建築以助其效用而未具獨立性

之次要建築而言，諸如依附於原建築而增建之建物，缺乏構造上及使用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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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性（如由內部相通之頂樓或廚廁），或僅具構造上之獨立性，而無使用上

之獨立性，並常助原建築之效用（如由外部進出之廚廁）等是。此類附屬建

物依民法第811條之規定，固應由原建築所有人取得增建建物之所有權，原建

築所有權範圍因而擴張。但於構造上及使用上已具獨立性而依附於原建築之

增建建物（如可獨立出入之頂樓加蓋房屋），或未依附於原建築而興建之獨立

建物，則均非附屬建物，原建築所有權範圍並不擴張及於該等建物。是以判

斷其是否為獨立建物或附屬建物？除斟酌上開構造上及使用上是否具獨立性

外，端在該建物與原建築間是否具有物理上之依附關係以為斷。」 

 

一物一權主義：基於物權客體之特定性與獨立性，一個物上僅能成立

一所有權1（所以，物之一部不能成立另一所有權），一所有權之客體

以一個獨立物為限（所以，數個物不能成立一所有權），稱「一物一

權主義」。 
物權客體之特定性與獨立性、以及一物一權主義，於事實上，使「人

對物之支配，進而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得圓滿實現，於法律上，與

物權法定主義呼應，並使公示、公信原則成為可行，促使「物」於現

代社會具備交易客體之條件。 

……………………………… 

1  一物一權主義的「權」字是指「所有權」，至於一物上之所有權與其他物權、

或其他物權間能否併存，係依排他性處理，非依一物一權論斷。 

 

物權之共通效力 
排他效力：物權之排他性係本於物權客體之特定性、或是由物權之直接

支配性1所生，不容許於同一標的物上存在有數個性質不相容之物權（27
抗820），但性質相容者，不妨允其同時存在。是以：一物上已有A之

所有權存在時，即不能再存在另一B之所有權。一物上已有A之所有權

存在時，但得同時存在B之定限物權。一物上已有B之定限物權存在

時，同以占有標的物為內容之定限物權不能同時存在（譬如地上權2與典

權不能同時存在），但可併存非以占有標的物為內容之定限物權（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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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之土地設定地上權於B，但仍可設定抵押權於C；或A之土地設定典權

於D，但於不妨礙D之前提下，仍可設定不動產役權於E3）。非以占有

標的物為內容之數個定限物權雖可同時存在，但其內容其實仍不相同，

譬如抵押權有優先次序。故嚴格而言，原則上仍不允許存在內容完全相

同之非以占有標的物為內容之定限物權（例外：同次序抵押權）。

……………………………… 

1  債權非支配權，係請求權，故內容相同之債權得同時存在，並依競爭原則處

理，譬如甲可分別與A、B、C三人訂立內容相同之買賣房屋契約，即所謂一

屋數賣。此三組因買賣契約而生之債權即同時存在，亦即A、B、C三人對甲

分別享有請求交付並移轉該屋所有權之債權，同時併存且無優先次序。甲得

自由選擇交付並移轉該屋所有權於任一人，只是必須對另二人負債務不履行

責任而已。 
2  2010年修法增設「區分地上權」，於§841-5增訂了排他性之例外「同一土地

有區分地上權與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同時存在者，其後設定物權之權利

行使，不得妨害先設定之物權」。 
3  §851-1：「同一不動產上有不動產役權與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同時存在

者，其後設定物權之權利行使，不得妨害先設定之物權」。 

 

優先效力：原則是同為物權與債權之標的物上，物權優先於債權；同一

標的物上有多數相容之物權時，先成立之物權優先於後成立之物權。 
物權與物權併存時：定限物權優於所有權。擔保物權間則依成立

之先後定其優先受償之次序。〈例外1〉後發生之費用性擔保物權優先

於先發生之融資性擔保物權（費用性擔保物權之例，如§513承攬人

重大修繕抵押權、§932-1留置權、海商法§24之海事優先權）。

〈例外2〉共有人因裁判分割應受補償之法定抵押權（§824-1）優

先於應有部分抵押權移存特定部分之抵押權（§824-1）。〈例外

3〉A將骨董花瓶出質於B，並交付B占有（§884），B為融資，更將

該花瓶出質並交付占有於善意之C，C善意取得質權（§948＋§886）

雖在後，但優先於B之質權受償。擔保物權與用益物權併存時，依

其次序決定效力1。用益物權與用益物權（倘能相容而得）併存時，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1006



6 民法物權逐條釋義 

 

依其次序決定效力。譬如A之土地設定地上權於C後，於不妨礙先次序

用益物權人C之前提下，仍可設定不動產役權於後次序之用益物權人

E。又增訂之§841-5：「同一土地有區分地上權與以使用收益為目的

之物權同時存在者，其後設定物權之權利行使，不得妨害先設定之物

權。」

……………………………… 

1  先擔保物權後用益物權者，譬如§866「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

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但其抵押

權不因此而受影響」、§866「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者，

法院得除去該權利……後拍賣之」。先用益物權後擔保物權者，標的物雖

經拍賣，但用益物權仍將追及至該標的物上，不受影響。 

 
 

物權與債權併存時：物權為絕對權、債權僅相對權，故二者併存而衝

突時，物權效力優先於債權。譬如，A將屋先賣於B（§345買賣），

兩天後A又將該屋賣給C（§345買賣），並辦妥移轉登記於C，則B取

得該屋之債權雖先於C取得該屋所有權，但B不得基於該債權請求C移

轉該屋所有權於B，蓋C所取得之物權為絕對權，得對抗所有世人，而

B取得之債權僅得對A請求，係相對權，對C不生效力，B雖得對A請求

移轉該屋所有權於B，但A已非該屋所有人，故屬債務不履行之問題。

A將機車借予B使用1個月（§464使用借貸），卻於5天後將機車售

予C並以指示交付方式（§761）移轉所有權於C，C本於其所有權向

B請求返還該機車，B不得以其使用借貸之債權對抗C，蓋C之所有權

為絕對權、對世權，得排除任何人（包括B在內）之干涉，但B之債權

係相對權、對人權，只得對A為請求。〈例外1〉§425所有權讓與（買
賣）不破租賃：「出租人(A)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B)占有中，縱

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C)，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C)仍繼續存

在」，B得以A-B間之租賃債權關係對抗C，惟債權之相對權或對人權

並未改變，只是A-B間之租賃契約已法定移轉至A-C間而已，學說稱債

權之物權化趨勢。〈例外2〉§426-2承租基地建屋之優先承購權「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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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基地建築房屋，出租人出賣基地時，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

之權。承租人出賣房屋時，基地所有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承買之權……

出賣人未以書面通知優先承買權人而為所有權之移轉登記者，不得對

抗優先承買權人」具有物權效力（比較：土地法§34-1之優先承買權

僅債權效力），租賃契約之當事人（優先承買權人）得以其租賃（債

權）關係對抗取得所有權（物權）之第三人。〈例外3〉土地法§79-1
預告登記：「聲請保全左列請求權之預告登記，應由請求權人檢附登

記名義人之同意書為之……前項預告登記未塗銷前，登記名義人就其

土地所為之處分，對於所登記之請求權1有妨礙者無效。」譬如，A將

屋先賣於B（§345買賣），且B已辦妥預告登記，兩天後A又將該屋

賣給C並辦妥移轉登記於C（按地政機關依法仍須辦理，蓋預告登記僅

不能對抗B而已，倘B不主張其無效，該登記仍可對抗其他人），B仍

得請求C塗銷並請求A移轉登記於己。 
追及效力：物權成立後，物權之標的物不論輾轉讓與何人、或流入何人

之手，物權人仍得追及該物行使其物權。譬如，甲擁有機車一部（之

所有權），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該機車之任何人，得以所有人之地位依

§767前段請求返還；A將土地設定抵押權（或典權、或地上權等）

於B後，將該土地出賣於C並辦妥移轉登記，B仍得就該土地行使其抵押

權（或典權、或地上權等），C復將該土地出賣於D並辦妥移轉登記，B
仍得就該土地行使其抵押權（或典權、或地上權等）。

……………………………… 

1  本條第1項所載得聲請預告登記之請求權計有：關於土地權利移轉或使其消

滅之請求權。土地權利內容或次序變更之請求權。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

權。 

 

公示原則‧公信原則—「物權變動之二大原則」 
公示原則：物權既屬絕對權、對世權，他人自應尊重，惟其內容與狀態

必須具備可從外界認識之客觀表徵，以作為他人得知物權狀態與內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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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稱「公示原則」，方能落實其絕對與對世效力。 
靜的方面：動產以「占有」為此客觀表徵，是以§943「占有人於

占有物上行使之權利，推定其適法有此權利」，任何占有動產者行使

該動產上之權利（即物權），均推定為適法，除非反對者能舉證推翻。

不動產則以「登記」為客觀表徵1，故§759-1「不動產物權經登

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 
動的方面：物權變動之方式，除須具備變動之合意外，亦以公示為變

動之原則：動產物權的讓與，除讓與合意外，非將動產交付，不生

效力（§761本文），係以「交付」為公示方法，而交付之事實其實

就是移轉占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

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758），係以「登記」為公示方法。 
公信原則：物權變動後取得物權之人，因信賴「占有」或「登記」之公

示方法而交易，縱令該等客觀表徵與真正權利狀態不符，法律仍賦予其

取得與所信賴客觀表徵相同之物權，此稱「公信原則」。是以，對於信

賴公示方法而從事交易之善意第三人，就動產有善意取得（§948 ＋  

§801或§886等），不動產有信賴登記（§759-12）之規定。 

……………………………… 

1  是以任何人均得至地政機關閱覽相關地籍資料（土地法§79-2）。 
2  於2009年修法前適用土地法§43「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但修法

後應適用本條。 

 

物權法定主義1與緩和 

§757   
物權除依法律2或習慣3外，不得創設。 

 
緩和之方式： 

舊法「物權，除本法或其他法律有規定外，不得創設」，2009年修

法理由：「為確保交易安全及以所有權之完全性為基礎所建立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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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體系及其特性，物權法定主義仍有維持之必要，然為免過於僵化，

妨礙社會之發展，若新物權秩序法律未及補充時，自應許習慣予以

填補，故習慣形成之新物權，若明確合理，無違物權法定主義存立

之旨趣，能依一定之公示方法予以公示者，法律應予承認，以促進

社會之經濟發展，並維護法秩序之安定，爰……修正本條。又本條

所稱『習慣』係指具備慣行之事實及法的確信，即具有法律上效力

之習慣法而言。」 
當事人間就物權內容與次序之其他約定，物權法以「於登記後，對

於……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具有效力」、「非經登記，不得對

抗第三人……」等規定作為緩和。譬如，§826-1：「不動產共

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分割或禁止分割之約定或依820條第

1項規定所為之決定，於登記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

之人，具有效力」。§836-1：「土地所有權讓與時，已預付之地

租，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836-2：「地上權人應依

設定之目的及約定之使用方法，為土地之使用收益……前項約定

之使用方法，非經登記，不得對抗第三人」。 
違反物權法定主義之效果：本條為強行規定，違反者依§71無效。但

注意§111、§112之適用4。

……………………………… 

1  物權為絕對權，具有對世效力，故物權之種類與內容對任何人須明確，不

容相對之當事人間自行約定（蓋此僅具相對性），以建立公示性之物權體

系，確保交易安全迅速。最經濟的做法就是—由法律明確規定物權之種類

與內容，稱「物權法定主義」。譬如，動產質權須移轉質物占有，抵押權依

成立次序之先後受償，倘容許當事人作相反、或其他之約定，則不啻創設

了新的物權內容；又譬如土地承租人與出租人約定，承租人對土地之出賣

有優先承買權，且得以對抗任何第三人，即不啻創設了新的物權種類。凡

此，即無從貫徹物權之對世性，交易安全體系即告瓦解！ 
2  通說認為包括法律（民法、動產擔保交易法等特別法）、以及具備法律效

力之法規命令（譬如土地登記規則）。 
3  譬如，2007年增修最高限額抵押權（§881-1以下）、營業質權（§899-2）

前，最高限額抵押即屬由民間銀行融資之長年慣行及法的確信（判例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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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之新物權，而當舖等「營業質」更是由來已久之民間籌措小額金錢

之習慣法。目前習慣法上所承認之物權種類尚有「讓與擔保」，參70台上104
「債務人為擔保其債務，將擔保物所有權移轉與債權人，而使債權人在不

超過擔保之目的範圍內，取得擔保物所有權者，為信託的讓與擔保，債務

人如不依約清償債務，債權人得將擔保物變賣或估價，而就該價金受清

償」。 
【注意—先閱讀即可，日後再理解】讓與擔保，實務上稱「信託之讓與擔保（94

台上1503決）」，謝師認為，仍具有擔保物權之從屬性、不可分性與物上代

位性。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以設定人A（可為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擔保物）

與擔保權人B為例：對內關係（A-B間）—A須將擔保物所有權移轉於B，
不動產須登記，動產須交付（因通常約定由A繼續占有擔保物，故以占有改定

方式為之），惟B僅於不超過擔保之目的範圍內得行使所有權權能，倘約定擔

保物仍由A占有者，A非無權占有。於擔保權人之債權得受清償時，擔保之

目的已達，設定人A得請求B返還擔保物所有權；倘債務人屆清償期不為清

償，則擔保權人B得將擔保物變賣或估價，而就該價金受清償，惟須經清算程

序，滿足擔保債權後如有剩餘，須返還A。擔保物之範圍、擔保債權之範圍、

以及物上擔保人之承受權等，則類推適用抵押權與質權之規定。對外關係—

擔保權人B為所有人，其處分為有權處分，與B交易之第三人C縱為惡意，

亦取得所有權，僅B須對A負返還不能之賠償責任。擔保物遭第三人侵害

時，擔保權人依§767準用§767得行使所有人之權利，而設定人倘占有

擔保物者，僅能行使占有人之權利（譬如§962）。擔保權人B之債權人對

擔保物強制執行時，設定人A得提起強執§15之第三人異議之訴；惟設定人A
之債權人對擔保物強制執行時，擔保權人僅得參與分配優先受償。 

【注意—先閱讀即可，日後再理解】當事人間是否成立讓與擔保、或是附買回

約款之買賣（可參107台上549決、106台上2759決、105台上1683決）、抑或

是借名登記（107台上423決、105台上2317決），常為實務上爭執之處。 
4  譬如，約定設定移轉占有之抵押權，則移轉占有部分為無效，但綜合法

律行為全部之旨趣，當事人訂約時之真意、交易之習慣、其他具體情事，

並本於誠信原則予以判斷，依§111認設定抵押權部分仍為有效。又如設

定移轉質物所有權但不移轉占有之質權者，該質權之設定無效，但該法律

行為具備「讓與擔保」之要件，並因其情形，可認當事人若知其無效，即

欲為「讓與擔保」者，依§112該「讓與擔保」之設定仍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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