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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序 

作者講授民法課程逾二十年，曾與幾位同儕合著《民法入門》，

負責債編總論的撰寫，也曾自行出版《債法原理與實例演練》、

《民法經典試題完全攻略──債編》，但均已絕版。債編總論深奧，

授業恩師王澤鑑博士鉅著《債法原理》、《不當得利》、《侵權行

為》、《損害賠償》都是經典之作，必須努力鑽研才能窺其堂奧。至

於債編各論，條文細瑣，國內能精通其各節者，相信寥寥無幾，作者

學識淺薄，只能在面對問題時翻閱教科書或尋找法學期刊尋找解答，

希望將來有機會與年輕優秀法律人共同合著出版。 

作者在教授民法的歲月中，經年累月研究國考試題，持續閱讀國

內學者撰寫的債編教科書及法律文獻，雖未能精通債法，但尚能得知

國考試題來源，提供解答。本書撰寫目的為讀者整理民法債編學習重

點，減少摸索困惑。恩師王澤鑑是虔誠基督徒，常在書中謙稱以卑微

工作彰顯神的榮耀。老師在華人民法學界有極其崇高的地位，作者能

在其門下學習，何其榮幸！出版本書，是工作經驗的累積，也是研究

資料的彙整，只盼對讀者有所些許助益。感謝元照出版公司協助本書

的出版，姪女陳綉綺幫忙校對，備極辛勞，只能在序文中表示謝忱。

另感謝網路上的貴人，永遠無所求的義工Blaze Guo郭韋成先生，幫忙
宣傳無微不至，實在不知何以回報，只能期待第二次的茶敘，當面致

謝。在教學、寫作的路上，感謝家人及天上的父母始終與我同行，你

們永遠是我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陳連順  
於2021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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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債之意義及債權之性質 

 
甲建商將其所興建之房屋A戶以五百萬元於八十八年一月一日出賣

予乙，於八十八年二月一日又將該戶房屋以五百五十萬元出賣予丙。甲

旋即於八十八年三月一日將該屋之所有權辦理移轉登記予丙。試問：

（25分） 

甲、乙，甲、丙間之買賣契約，其效力為何？ 

乙對甲可主張何種權利？ （90年基層三等－地政） 
 

一、債之意義 

債，乃是基於債之關係，特定人得請求特定人為一定行為之法律關

係。債之標的（內容）為「給付」，亦即「債務人基於債之關係所為的

一定行為」。民法第199條第1項規定：「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得向債

務人請求給付。」例如出賣人基於買賣契約得請求買受人給付價金（民

367）；買受人則得請求出賣人交付買賣之標的物並移轉其所有權（民

348Ⅰ）。 

給付，不以有財產價格者為限（民199Ⅱ），且「不作為亦得為給

付」（民199Ⅲ），可知給付包括「作為給付」與「不作為給付」。受

僱人為僱用人服勞務（民482），為作為給付；經理人非得商號允許，

不得為競業行為（民562），則是不作為給付。 

案例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582



 民法精義──債編總論 
2 

二、債之關係 

狹義債之關係 

係指雙方當事人個別之給付關係，自債權人一方觀之是為債權，自

債務人一方觀之是為債務。民法第199條所稱債權人基於「債之關係」

向債務人請求給付，及第309條所謂依債務本旨，向債權人或其他有受

領權人為清償，經其受領者，「債之關係」消滅，均是指狹義者而言。 

廣義債之關係 

係指包括多數債權、債務之法律關係，民法第二編第二章所稱各種

之債，即係指此而言。例如買受人依債之本旨，支付價金時，其債之關

係（狹義）雖歸於消滅（民309），但買賣契約（廣義債之關係）仍繼

續存在，須待各當事人均已履行基於買賣契約而生之一切義務時，此種

廣義的債之關係，始歸於消滅。 

三、債權的相對性與平等性 

債權的相對性 

債權是對於特定人之權利，原則上，債權人只能向債務人請求給

付，而不能向債務人以外之人請求給付（18年上字第1953號判例參

照），所以具有相對性（債權於法律有特別規定時，得對抗債務人以外

之第三人時，例如民法第452條「買賣不破租賃」，或土地法第79條之1

「預告登記」之債權，得對抗原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乃是債權相對性

之例外，參後述）。 

債權有平等性 

數個債權，不論發生先後，均以同等的地位併存。司法院大法官釋

字第484號解釋理由書謂：「在一物數賣之情形，其買賣契約均屬有效

成立，數買受人對出賣人不妨有同一內容之債權，本諸債權平等原則，

其相互間並無排他之效力，均有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權利。」可供參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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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債之意義及債權之性質 

【實例】甲將同一棟房屋先後賣給乙、丙、丁三人，各個買賣契

約均合法有效，各債權人均立於平等地位，乙、丙、丁均得向甲請求

交屋並移轉房屋所有權，不因乙買屋在先即有優先權，亦不因丙、丁

買屋在後即無權請求甲交屋並移轉房屋所有權。關於一屋數賣的法律

關係，以實例圖示如下： 

 實例圖  

 
 
 
 
   
 
 
 
 
 
 
 
 

 

 

 
  本例，出賣人甲貪圖後買受人丙所出高價，一屋二賣，迅將A屋所有權移轉給

丙。 

甲、乙間及甲、丙間前後兩個買賣契約均有效（債權平等原則）。 

乙對甲之債權未依土地法第79條之1第1項為預告登記，嗣後甲移轉A屋產權給丙

之物權行為縱使妨礙乙之債權，仍然有效
1
。乙占有A屋，係本於乙對甲之債

權，但債權僅有相對性，僅得對債務人甲（或其繼承人）主張；丙受讓取得A屋

所有權，乙對丙並無任何權利可以主張，丙得本於所有權所生之民法第767條第

1項前段之回復請求權請求乙返還A屋。 

                                                        
1 本題，如前買受人乙已就其對出賣人甲之債權，依土地法第79條之1為「預告

登記」，則地政機關應拒絕受理甲移轉A屋所有權予丙之登記申請，且縱使地

政機關竟未拒絕，並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手續，因甲、丙間所有權移轉之物權

行為妨礙乙之債權，依土地法第79條之1第2項規定，即歸無效。 

已交屋，但未移轉 

乙（前買受人）占有A屋（乙未依土地法

第79條之1第1項，就請求甲移轉A屋所

有權之債權聲請「預告登記」） 

民767？（） 

（
後
）
買
賣
A
屋

未
交
屋
，
但
已
移
轉
產
權

（先）買賣A屋 

丙（後買受人）已受讓取得A屋所有權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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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甲：民226（或民256、260）。 

乙→甲：民184（×） 
 
  乙→丙：民184？有爭議： 
 
 ┌民184Ⅰ前段說。 
 │ 
 ├民184Ⅰ後段說。 
 │ 
 └原則不成立民184，例外成立民184Ⅰ後段說（王澤鑑）。 
 
乙得否依民244Ⅱ聲請法院判決撤銷甲、丙間買賣及移轉產權之行為？ 
 
 ┌88年民法債編修正施行前： 
 │ 
 │┌通說：採否定說。蓋甲之行為未致財產總額減少害及乙之債權。 
 ││ 
 │└45台上1316判例採肯定說。蓋乙之債權因甲、丙之行為而不能實現。 
 │ 
 └依88年修正的民244Ⅲ，乙不能聲請法院判決撤銷甲、丙間之行為。 

 

牛刀小試 

甲同意將其所有之A地出售予乙，約定買賣價金為新臺幣（下同）3

千萬元。翌日不知情之丙表示願出5千萬元購買，甲欣然同意，並將

A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丙。試問：A地屬於何人所有？理由為何？ 

甲，因為甲、丙間之意思表示係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無效 

乙，因為乙已先向甲購買A地 丙，因為甲、丙間已完成A地之移

轉登記 丙，因為丙出價高對甲較有利 

（102年高考三級—財稅行政、法制、公平交易管理、 

商業行政、智慧財產行政） 

甲出售其A地於乙，乙之價金尾款尚未付清前，甲又再度將該地出售

於丙，並交付該地給丙占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基於債權優先

性原則，乙得請求丙交付土地 基於債權相對性原則，乙不得請求

丙交付土地 基於債權支配性，乙得請求丙交付土地 基於誠信

原則，乙得請求丙交付土地  （100年司法官一試） 

甲出售A車給乙，在交付前，丙願意出高價購買，甲乃另行出賣給

丙，並交付汽車。乙不得向丙主張交付汽車，係因為債權的何種特

性？ 不平等性 排他性 優先性 相對性 

  （100年稅務特考三等—各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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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債之意義及債權之性質 

甲出售A屋給乙，其後又將該屋讓售給丙，並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給

丙。下列有關甲、乙、丙間的法律關係論述何者正確？ 因甲、乙

買賣成立在先，乙得對甲主張甲、丙間之買賣契約對其不生效力 

因為甲、乙間之契約成立在先，所以乙得對甲、丙主張，甲應該將房

屋移轉讓與給他，因為其債權有優先性 丙已經取得所有權，甲無

法再對乙履行交付房屋之債務，所以甲對乙成立給付不能之債務不履

行責任 一屋不得二賣，所以甲、丙間的買賣契約侵害乙之債權，

乙得以債權受到侵害，聲請法院撤銷甲與丙間的法律行為 

  （98年普考—不動產經紀人） 

甲將其所有之A屋及土地出賣給乙，約定一個月後為移轉登記，嗣丙

願出更高價格購買A屋及其土地，甲因有利可圖遂將A屋及其土地再

行出賣予丙，並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此

屬一物二賣的情形，乙、丙皆尚未取得所有權，甲仍為A屋所有人 

甲、丙間買賣契約有效且完成房屋及其土地移轉登記，甲對丙並無

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甲另將A屋再行出賣予丙並移轉登記，甲對

乙構成侵權行為 若丙知情，則乙得撤銷甲、丙間之法律行為 

  （100年律師一試） 

解答      

債之關係上的義務群 

債之關係的核心在於給付，除給付義務以外，尚有所謂的附隨義務

及不真正義務。 

主給付義務及從給付義務 

主給付義務：債之關係係建立在「給付義務」之上，例如在買賣

契約，物之出賣人負有交付其物於買受人，並使其取得該物所有權之義

務（民348Ⅰ）；買受人負有支付價金及受領標的物之義務（民367）。

此等義務因債之關係的成立而發生，為債之關係所必備，並決定債之關

係（尤其是契約）的類型，學說上稱之為債之關係上的「主給付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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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給付義務：在債之關係除主給付義務外，尚有所謂的從給付義

務，其發生的原因有三2： 

基於法律明文規定：例如受任人應將委任事務進行之狀況，報告

委任人，委任關係終止時，應明確報告其顛末（民540）；受任人因處

理委任事務，所收取之金錢、物品及孳息，應交付於委任人。受任人以

自己名義，為委任人取得之權利，應移轉於委任人（民541）。 

基於當事人的約定：例如甲醫院僱用乙醫師，約定乙不得於夜間

自行經營診所。 

基於誠實信用原則及補充的契約解釋：例如名貴古董出賣應交付

專家鑑定書；出售某名馬，應交付血統證明書。 

附隨義務 

債之關係在其發展的過程中，除前述給付義務外，尚會發生其他附

隨義務，例如房屋出租人應協力使承租人取得建築執照，以從事必要的

修繕（協力義務）；雇主應為受僱人加入勞工保險（照顧義務）；醫生

不得洩漏病患的隱私等。此類義務的發生，係以誠實信用原則為依據3。 

不真正義務 

此為一種強度較弱的義務，其主要特徵在於相對人通常不得請求履

行，而其違反並不發生損害賠償責任，僅使負擔此項義務者，遭受權利

減損或喪失的不利益。民法第217條規定：「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

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第1項）。重大之損

害原因，為債務人所不及知，而被害人不預促其注意或怠於避免或減少

損害者，為與有過失（第2項）。」例如機車騎士因不戴安全帽致因車

禍而受重傷。在此情形，被害人違反對自己利益的照顧義務（不真正義

務），即所謂對自己之過失。被害人在法律上雖未負有不損害自己權益

的義務，但既因自己的疏懈造成損害的發生或擴大，與有過失，依公平

原則，自應依其程度承受減免賠償金額的不利益4。 

                                                        
2  王澤鑑，「債法原理」，2012年3月版，第40～41頁。 
3  王澤鑑，「民法概要」，2010年6月版，第170頁。 
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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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小試 

契約上附隨義務之發生依據為： 誠實信用原則 權利不可侵害

之原則 禁止雙重得利原則 違反潔手之法理 

  （99年地方特考三等—財稅行政、商業行政） 

甲向乙購買A機器一套，下列何者為雙方契約所生的附隨義務？ 

甲支付價金的義務 乙交付A機器的義務 乙移轉A機器所有權

的義務 乙告知A機器使用方法的義務 

  （99年地方特考三等—財稅行政、商業行政） 

甲是養鴿人，向上屆冠軍鴿主乙購買其冠軍鴿配種所得之幼鴿，準備

高價轉售丙，價金高達新臺幣50萬元。乙雖移轉幼鴿所有權並交付給

甲，但血統證明書迄未交付。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得主張乙

未交付鴿子血統證明書，而立刻解除契約 甲對丙負賠償責任之損

害應由甲自行承擔，因乙既已移轉交付幼鴿，尚難謂乙有債務不履行

情事 甲得主張乙未交付鴿子血統證明書，而拒絕支付價金 若

甲因此受有損害，可主張乙違反附隨義務而依民法第227條主張其權

利 （101年律師一試） 

提示：在雙務契約上，一方的從給付義務與他方的給付，是否立
於互為對待給付之關係，能否發生同時履行抗辯（參閱第264
條），應視其對契約目的之達成是否必要而定。又從給付義務的

債務不履行，債權人得否解除契約亦應依此標準加以判斷。準此

以言，甲以高價購買乙的名馬，乙非交付血統證明書不足以達轉

售或參加比賽等目的，故甲除得依訴請求乙交付血統證明書外，

尚得以乙未交付血統證書，而拒絕給付價金；或於乙給付不能或

給付遲延時，依法解除買賣契約5。 

解答    

                                                        
5  王澤鑑，前揭「債法原理」，第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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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甲建商將其所興建之房屋A戶以五百萬元於八十八年一月一日出賣

予乙，於八十八年二月一日又將該戶房屋以五百五十萬元出賣予丙。甲

旋即於八十八年三月一日將該屋之所有權辦理移轉登記予丙。試問：

（25分） 

甲、乙，甲、丙間之買賣契約，其效力為何？ 

乙對甲可主張何種權利？ （90年基層三等－地政） 

【解題說明】 

甲、乙間及甲、丙間之買賣契約均有效。理由如下： 

買賣契約乃是債權行為，使當事人負擔債務，取得債權。在一物數

賣之情形，數買受人對出賣人不妨有同一內容之債權，本諸債權平等原

則，其相互間並無排他效力，數買賣契約均有效成立；出賣人與後買受

人間所訂立之買賣，不因前買賣契約之存在而受影響。本題，甲建商將

其所建房屋A戶先出賣於乙，嗣後又將該戶出賣於丙，甲雖一屋二賣，

基於前述理由，甲、乙間及甲、丙間之買賣契約均有效，乙不得以買賣

在先為由，否定甲、丙間後買賣契約之效力。 

甲一屋二賣，並將房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後買受人丙，致前買受人

乙之債權不能實現，涉及債務人侵害債權，乙僅得依債務不履行規定向甲

主張權利，不得依侵權行為規定向甲請求損害賠償，亦不得依詐害債權之

規定聲請法院撤銷甲、丙間之買賣及移轉房屋所有權之行為。說明如下： 

學者通說認為，債務人侵害債權致債權內容不能實現，係債務不

履行之問題，不適用侵權行為之規定，蓋若債務不履行皆得構成侵權行

為，民法關於債務不履行之規定，將失其規範功能。法院實務，亦同此

見解。 

民法第244條第2項規定，債務人所為之有償行為，於行為時明知

有損害於債權人之權利者，以受益人於受益時亦知其情事者為限，債權

人得聲請撤銷之。但同法第244條第3項規定，債務人之行為，僅有害於

給付特定物為標的之債權，債權人不得聲請撤銷。本題，甲一屋二賣，

購書請至：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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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房屋A戶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給後買受人丙，僅害及前買受人乙請求給

付A戶（特定物）之債權，乙不得聲請法院撤銷甲、丙間之買賣及移轉

房屋所有權之行為。 

民法第226條規定，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

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本題，甲建商一屋二賣，先出賣所建房屋A戶於

乙，嗣後又將同戶房屋以更高價格出賣並移轉所有權予後買受人丙，乙

自得依前述民法第226條規定，向甲請求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又民

法第256條規定，債權人於有第226條之情形時，得解除契約，且同法第

260條規定，解除權之行使，不妨礙損害賠償之請求。故本題，乙亦得

先解除與甲之買賣契約，再向甲請求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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