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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抵 押 權 

第一節 擔保物權總說 

一、擔保制度 

債務人之全部財產（責任財產）是債權人債權之總擔保，債權人就

其債權之清償已有所本，但債權能否滿足全賴債務人之清償意願及清償

能力，而清償能力又繫於責任財產之有無。債務人營社會生活，總財產

之增減實乃常態，且債務人之財產仍由其完全支配，債權人原則上無從

干涉，故債權屆清償期時，總財產可能減少或處分殆盡，債權不能滿足

之風險因此大增；再者，因債權平等原則
1
，債務人之總財產係由債權人

平等受償，債權之完全受償，又增加一項不確定之風險。為確保債權之

滿足，自須謀求控制上述風險之良策，擔保制度於焉產生。此係自債權

人角度觀察擔保制度之積極功能，如自債務人觀之，因有擔保，債權人

不但願意融資，融資之機會大增，且可獲得低利率或其他較優之融資條

件，擔保制度對債務人亦有利益存在，資金進出之間，資金遂於社會中

流動，促成資金高效率之運用，此亦為擔保制度不可忽視之社會功能。 

債權之擔保制度可分為人的擔保（或稱債權之擔保）與物的擔保

（或稱物權之擔保），前者是於債務人外，增加負清償債務責任之人，

保證為此制度之典型。其擔保作用乃在增加可供抵償債權之財產，以確

保債權之滿足，準此以觀，連帶債務、併存之債務承擔、票據之背書等

固非以擔保債權清償為目的，卻足以增加清償債務之財產，是亦有保證

之相同機能。物之擔保係以債務人或第三人之財產直接供為債權擔保之

                                                        
1 其詳，中田裕康，債權者の平等原則の意義（法曹時報 54、5，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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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為之，例如抵押權、質權、留置權等屬之。其是以供擔保之財產自

擔保人之總財產中分離，經由設定擔保物權或其他方法，由擔保權人取

得擔保標的之優先受償權。擔保物權（物之擔保）以對擔保人特定財產

之交換價值，享有支配權為其構造特色，因有支配性，不受擔保標的財

產權變動之影響，不僅排除債務人主觀願否清償之危險及財產處分可能

減少之不安定性，同時因有優先受清償之權，因而可排除債權平等原則

之適用。物的擔保所以能排除憲法上保障之平等原則，剝奪無擔保債權

人之受償平等權，乃因在物的擔保之融資交易下，具有去除市場經濟上

現金流通之低效能，提升經濟之效率；而且經由物之擔保之管理機能，

促進債務人營運之健全，永續經營之獲利能力（going concern），凡債權

人均能利益均霑，足證物的擔保在市場經濟之生態鏈中為關鍵環節之

一，因而獲得社會正當性之故。 

人的擔保雖已擴充可供清償債務之財產，使債務之履行多一層保

障，但因仍係以個人總財產為擔保，所負責任與債務人並無不同，故債

務不能完全履行之危險依舊存在。而物的擔保足以排除僅以個人總財產

抵償債務之風險，及債權平等原則之適用，是以成為確保債權清償之最

佳手段。然於債務人之總財產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時，債權有無擔保均無

不同，故擔保之重要功能在債務人之總財產不能清償債務時，債權人有

擔保者，無論人之擔保或物之擔保，均能比無擔保之債權人受較多之清

償，甚至，債務人破產時，物之擔保並可以其優先受償權對抗破產管理

人（破 108 參照），可見，是否為債權之擔保制度應以其制度是否具有

上述機能斷之
2
；而是否為物的擔保，更應以債務人之總財產不足以清償

                                                        
2 日儒將人之擔保與物的擔保，分別稱為：追加債務人之擔保、確保優先受償權之擔

保（松岡擔保物權第 4 頁），頗能表現擔保制度之精髓。再者，法國民法將債務人之

財產，係債權人之總擔保，列為民法第四卷擔保之首（法民 2284），或係因該國民法

設有就訴訟費等對債務人之一般動產、不動產具有優先權（法民 2231、2375 參照），

故將該國民法第 2284 條規定視為一般擔保固屬有據，然於無相類優先權制度之國

家，若亦將債務人之財產，係債權人之總擔保，列為一般擔保，似有斟酌餘地。惟

崔建遠，擔保辨─擔保泛化弊端嚴重對於是否為擔保之判定─（洪家殷主編，中國

法制比較研究論文集第 319 頁，東吳大學法學院，2016 年），有較嚴格之不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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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債務時，債權人對特定財產是否具有排他、獨占之支配權，得直接

支配擔保標的特定財產之交換價值，供擔保債權之優先受償為斷。 

二、擔保物權之成長及蛻變 

擔保物權傳統上係指債權人以確保債務之清償為目的，於債務人或

第三人所有之物或權利上成立，以取得擔保作用之定限物權
3
，其擔保作

用（即擔保效力）有二：（一）優先清償效力：於擔保債權未受清償

時，擔保物權人得行使換價處分權，將標的物換價所得價值優先清償擔

保債權之效力，此為擔保物權發揮擔保作用之最基本利器，抵押權為典

型代表。（二）留置效力：此乃於債務未受全部清償前，擔保物權人得

留置標的物，以迫使其清償之效力，留置權為典型代表。然因社會之進

步，工農商企業經營方式日新月異，不同樣貌之債權隨之出現，擔保物

權為因應擔保債權之需求，亦如影隨形不斷成長、蛻變。是以，如今之

擔保物權，應是指凡在與相對人總財產隔離之財產上所成立，債權人

（擔保權人）對之取得支配權，足使擔保債權獲得優先受償之制度，均

足當之。準此，檢視擔保物權具有以下之成長與蛻變
4
： 

（一）擔保標的之多樣化  

典型之擔保物權係以不動產、動產為擔保標的，例外及於無形資產

之財產權（882、900），而所以得以無形資產為標的，有別於所有權及

用益物權必須以有體物為其客體，乃因擔保物權優先清償效力之實現，

在支配擔保標的之交換價值，其客體非如所有權及用益物權以支配其客

體之占有為必要，加以社會之演變，科技之進步，法制之健全，債權、

                                                        
3 此項意義之詳細分析，劉得寬，擔保物權之物權性與債權性（氏著，民法諸問題與

新展望第 331 頁，自刊，1980 年），田口勉，ドイツ普通法學における物的擔保權

（民法學の新たな展開第 199 頁，成文堂，1993 年），拙著物權下冊第 121 頁（修

訂 6 版，2014 年）。 
4  詳見，拙著，擔保物權發展之動向（法令月刊 69：5、1，2018 年），擔保物權制度

的成長與蛻變（北京，法學家 1、36，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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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權等無形資產之價值日昇，其財產價值已被重新定位，具有財

產價值之財產利益，例如電腦資訊之大數據、網路虛擬財產等，於數據

經濟時代來臨後，其價值更為顯著；此外，將來取得之資產、企業以現

有或將來取得之庫存原料或商品、無形資產（例如：應收帳款、智慧財

產權
5
、商譽）等均得為擔保標的，而此等資產有機結合為一體集合資

產，其價值遠勝於個別資產，甚至，對擔保人（通常即為債務人，閱讀

時請注意及之）之一切資產，亦得設定一個擔保權。要言之，擔保物權

之擔保標的由土地到建築物（定著物）、不動產到動產、有形資產到無

形資產、財產權到財產利益（100 台上 2221 判決參照）、現有資產到將

來取得之資產、單一物到集合資產、固定資產到流動資產
6
，以及部分資

產到全部資產，已躍然成形。 

（二）擔保債權之不特定化 

擔保物權係為確保債務之優先清償而存在，擔保物權倘無擔保債

權，即無任何經濟價值可言。舉凡任何債權固均得為擔保債權，惟依擔

保物權之從屬性，及擔保債權特定原則（99 台上 1470 判決），擔保物權

僅可擔保現已存在之特定債權。然而，由於工商業經營樣態之改變，債

權發生或存在之模式，不但產生將來債權，而且許多不斷變動、生生息

息之債權，故僅許擔保特定債權，顯不足因應社會之需要，可擔保具有

流動性、浮動性之不特定債權之最高限額擔保物權遂應運而生，擔保債

權趨向不特定化。不僅如此，商業活動講求成本，及交易之靈活，擔保

物權之設定亦需謀求低成本、高效率，擔保不特定債權之範圍，因此，

                                                        
5 陳重見、顏世翠，智慧財產權擔保交易登記制度之研究（智慧財產權評論 13：1、

55，2015 年）。 
6 黃宗樂，浮動擔保之研究（臺大法學論叢 6：2、283，1977 年），青木則幸，イギリ

スおける浮動担保制度の再評価について─ホール・ビジネス・セキュリタイゼー

ションにおける積極的活用の意義─（早稻田法学 79：1、43，2003 年），片山直

也，財の集合的把握と財の法（吉田克己，片山直也編，財の多樣化と民法學第

125 頁，商事法務株式會社，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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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由限定向不限定範圍開放，此尤以動產、債權或其他無形資產（以

下簡稱：動產性資產）為客體之擔保物權為然。 

（三）擔保物權內容之豐富化 

擔保物權內容之豐富化可自下列視角觀察之： 

1.優先受償效力下之擔保物權強調其所支配者為擔保標的之交換價

值，乃價值權，古典主義之抵押權為其典型，然擔保標的交換價值之多

寡，與其用益價值密切攸關，於擔保物權實行，就擔保標的換價處分，

以優先受償時，更須支配擔保標的之全部價值，因此，擔保物權之內容

應不限於擔保標的之交換價值，為保障其交換價值，應得適度介入擔保

標的用益價值之支配。 

2.建築物之收益價值日益增高，都市地區房屋，或商業用建築物供

他人利用，收取租金，常較交換價值之實現為優、為易，是以，經由擔

保之建築物出租，以抵償擔保債權，成為擔保物權價值支配之另一種型

態。不僅如此，具有優良收益性之事業收益資產，妥適之經營，可帶來

豐富之現金流量，以該集合資產為擔保，必可自其獲利能力（going 

concern）及永續卓越經營所獲取之收益，償還債權，ABL 擔保模式
7
為

其典型。 

3.擔保物權原係在他人之資產上設定，僅支配其部分價值為內容，

乃定限物權，然為求擔保物權實行之高效率、低成本，不乏以擔保標的

全權利移轉由擔保權人支配之擔保型態，讓與擔保為其代表；融資租

                                                        
7 ABL（Asset Based Lending，日本稱為：動產、債權擔保融資，或流動資產一體擔保

融資），係指企業以其保有之庫存、應收帳款及機械設備等事業收益資產為擔保客

體，就該資產價值之一定比例為上限籌措資金；擔保權人對擔保資產內容隨時監控

（monitoring）之融資方法（池田真朗，ABL 等に見る動產、債權擔保の展開と課

題，堀龍兒等編，擔保制度の現代的展開：伊藤進先生古稀紀念論文集第 275 頁，

日本評論社，2007 年），片山直也著，肖玉譯，擔保權侵害和設定者對擔保價值的

維持義務（山東大學法學評論 2014、17，2014 年），青木則幸，擔保權實行方法的

限制（前揭山東大學法學評論第 23 頁）。專案融資（拙著，專案融資與擔保物權，

台灣法學 354、11，2018 年）應屬相同類型之融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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賃、附條件買賣（所有權保留），更係以債權人保留擔保標的之所有權，

債務人取得占有權能，所有權與占有分離之方式，展現其擔保作用。 

4.動產擔保物權原係占有擔保標的物，以留置效力實現擔保之重要

功能，然擔保標的之占有移轉妨礙企業之繼續經營，而債權、智慧財產

權或其他無形資產價值之日益提升，此種以動產性資產為擔保標的之擔

保物權，已由占有向非占有型改變，非占有擔保物權大興。 

5.擔保權物權原僅以物權關係建構，但為避免實行擔保物權，常使

擔保權當事人兩敗俱傷，故必須加強擔保標的之監理，透過契約約款，

編織綿密之債權安全網，追求擔保人之企業以其經營所獲收益，償還擔

保債權，於企業營運之監理，及擔保物權之實行，契約自由之運用，發

揮最大之威力。 

總之，必須依據擔保標的、債權人、債務人、企業、個人及物上保

證人等當事人屬性、擔保債權之態樣、融資目的之不同，擬具最適合當

事人需求之擔保形式、擔保物權之內容及效力，並以各種約定條款，反

映於擔保物權之設定，擔保物權之形式及內容異常豐富化
8
。由於擔保物

權設定低成本、高效率以及公示方便化之需求，擔保物權類型之單一

化，以及內容之自由化，實為以動產性資產為客體之浮動擔保制度之重

要特色。 

（四）私實行方法之興起 

擔保物權之實行程序必須追求低成本、高效率，以利擔保標的價值

之最大化，由法院或政府機構介入之公實行程序，可確保實行程序之公

                                                        
8 工程契約經常運用之保證金（楊淑文，工程定型化契約之履約保證條款，月旦法學

187、21，2010 年），證券交易法之有價證券融資融券（證交 61），應屬此種類型。

其他以約款方式（例如 negative pledge）確保債權人之地位，亦然（日注釋民法(6)
物權(3)第 14 頁）。相關文獻：熊谷尚之，設定者との間の原狀不變更特約と抵當權

者の假處分請求（椿壽夫編集，擔保法の判例Ⅰ第 53 頁，有斐閣，1994 年），容春

彥，抵當權保全の假處分（裁判實務大系第 14 卷第 612 頁，青林書院，1997 年），

拙著物權下冊第 213 頁（修訂 6 版，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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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性、安定性，但費時耗力，有礙首揭目標之實現，是以，流抵約款、

自行變價處分等私實行程序，近代以還，異軍突起，例如於專案融資

（Project finance）之場合，擔保物權當事人事先約定得覓主變賣之條

款，由適當之人接手專案事業，繼續營運，以收益清償債權之擔保目

的，並可避免擔保標的之拍賣，致各項資產分崩離析，專案事業解體，

企業經營累積之整體價值盡失
9
，此種實行程序更呈現以擔保標的收益執

行之不同面貌。 

三、擔保物權法之發展動向 

由於擔保物權之標的、擔保債權、擔保物權內容及擔保物權實行程

序有前述不同之成長與蛻變，是以，反映於擔保物權之立法，或其法律

之適用，遂呈現下列之發展風貌
10
： 

（一）擔保物權標的特定性之緩和化 

物權之客體必須具有獨立性、特定性，此於所有權及用益物權以有

體物為客體者，最為顯然，擔保物權為物權之一種，本無不同（99 台上

1470 判決），但擔保物權重在支配擔保標的之交換價值，若擔保標的具

有讓與性，於擔保物權實行時，其擔保價值可得支配，據以清償擔保債

權為已足，是否為有形，已非重要，此乃因應擔保標的之多樣化之需

求，擔保物權標的特定性在緩和化之路線上發展
11
。然擔保物權，於債

務人違約時，終究係以所支配之擔保標的價值受償，於擔保權實行時，

擔保標的仍須特定之（歐洲示範民法典草案 DCFR 第 9-2:104（3）條及

                                                        
9 中島弘雅，ABL 在庫擔保における擔保權實行程序（前揭動產債權擔保─比較法の

マトリクス第 33 頁），青木則幸，1.アメリカにおける收益型不動產擔保制度（1）
コマーシャルモーゲージ制度の発展過程（比較法學 36：2、1，2003 年），2.アメ

リカにおける収益型不動産担保制度（2）（比較法學 37：1、49，2003 年），拙著前

揭專案融資與擔保物權。 
10 詳見，拙著，1.前揭擔保物權發展之動向，2.前揭擔保物權制度的成長與蛻變。 
11 鈴木物權第 450 頁，松岡擔保物權第 394、397 頁，內田貴，擔保法のパラダイム

（法學教室 266、7，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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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評述參照），故其緩和之限度，仍以擔保標的可得特定為必要。而此

又與公示方法密切攸關，聲明登錄制度（詳後述）之建立，遂以登錄

時，其擔保標的須以可得合理辨識之方法為描述（describe in a manner 

that reasonable allows their identification），俾可得特定其擔保標的。再

者，擔保物權之設定如著重在擔保標的之收益價值時，為發揮營業財產

之整體營運機能，應可容許就企業現在及將來取得之總資產設定概括之

擔保物權
12
，此際，為避免過度戕害、抑制債務人企業之經營，立法上

即有按擔保人之屬性或其他情事，設立調節閥之必要。準此，將來資

產、無形資產、集合資產均得設定擔保物權，流動性集合資產之讓與擔

保，或浮動擔保物權亦得成立，公司發行有擔保公司債，得依公司之全

部資產設定擔保，更屬總資產設定概括擔保物權之特例
13
。 

（二）擔保物權從屬性之極小化 

擔保物權之從屬性隨著企業經營之需求，成立上之從屬性移至擔保

權實行時定之，因之，可擔保將來債權；其次，最高限額擔保物權應世

之後，於最高限額擔保物權確定前，其從屬性幾乎不存在，甚至，最高

限額擔保物權得與其擔保債權分離而為獨立讓與，是以，循環債權之擔

保，亦能應付裕如，從屬性之極小化可謂運用至極限。目前所面臨者，

乃最高限額擔保物權之擔保債權是否應有一定範圍之限制，抑或可擔保

債權人對債務人之一切債權（所謂概括最高限額擔保物權），因有最高

限額存在，擔保債權已有數量之限制，擔保人之其他債權人可據此評價

擔保人之資產負擔或信用能力，擔保標的之剩餘價值亦可呈現，擔保品

之價值遂得充分運用，準此而言，擔保物權不限制擔保債權範圍（瑞民

794 II、比利時動產擔保法 12 I 參照），似屬必須斟酌之選擇。惟避免造

                                                        
12 內田貴，前揭擔保法のパラダイム。魁北克民法典第 2665、2666 條（a hypothecs on 

a university of property）之規定，可供參考。 
13 姚志明，公司法第 437 頁（新學林出版公司，2020 年），吉田光碩，根企業擔保の

有效性（判例タイムズ 1229、62，200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