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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則

上一個章節學習到形成一個法律行為需要具備何種靜態

元素之後，接下來在這個章節我們將要學習法律行為會如何

發展，以及相關的效力為何？在此先跟各位提示一個重要的

觀念，在這個章節中，其實所有的效力判斷，都是在「尊重

當事人真意」和「保護交易安全」二個價值間權衡，只是法

律在不同的情況下，偏好保護哪一個價值而已，考試時，如

果真的寫不出來，要掰肯否兩說，從這兩個價值去著手，應

該可以順利寫出兩說。也由於會涉及到交易安全的保護，所

以本章的考題經常會涉及「善意取得」，相關的條文以及內

容，也是必須要學習的地方。

本章的第一節，我們將會介紹所謂意思表示的故意不一

致，也就是「虛偽意思表示」的情形，什麼是虛偽意思表示？

虛偽意思表示的效力為何？倘若涉及到第三人時，當事人雙方

與第三人之間的關係為何？這幾個問題是屬於這個章節中必須

要注意的地方。另外，在本節我們也會介紹一個已經存在好多

年的爭議問題：「借名登記」，這是臺灣社會上很常見的一個

狀況，也因此產生了很多訴訟，實務和學說對此都曾表示見

解，自然也就有高度的可考性。

第二節我們將會進入到「錯誤」的世界，也就是意思表

示的偶然不一致，錯誤這個章節不太容易念，所以可能要多

花一點時間在這上面，在本節中，首先必須要會區辨題目中

的錯誤是哪一種錯誤類型？是動機錯誤？表示行為錯誤？形

成價值的因素錯誤？還是價值錯誤？這會影響到後續的效

力，所以在一開始就要正確區辨出來，接著才根據不同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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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類型，適用不同的條文解決問題。所以，這一章的大重點

就是區分出錯誤的類型，基本上只要錯誤的類型判斷正確，

大概題目也就解決了。

第三節則是介紹所謂的意思表示不自由，也就是行為人受

到「詐欺」和「脅迫」時，應該如何救濟？在此因為當事人的

意思自由受到了壓迫，所以允許表意人可以撤銷意思表示，可

是這樣沒什麼好考的，所以在本節之中，經常會跑出一個善意

的第三人，此時是否要保護善意第三人，即成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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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建構

所謂的虛偽意思表示，就是「心口不一」的情況，亦即外在表示與內心

真意不符，而此種不符的情形是由表意人自己故意造成的。

在虛偽意思表示效力的考量上，其實就是「交易安全的保護」與「尊重

當事人內心真意」兩個價值的拉扯。在單獨虛偽意思表示之情況，由於表意

人內心真意為何，外人無法輕易得知，故為了保護交易安全，民法認為此種

情況該意思表示仍為有效，可是民法第 86 條但書卻又提到：「但其情形為相

對人所明知者，不在此限」，這是因為此時意思表示的相對人既然知道表意

人言不由衷的情形，自然會有相應的處理，而無危害交易安全的狀況，所以

我們轉而尊重當事人內心真意。

至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的情形，此時表意人與相對人雙方都知道對方內

心根本沒有這個意思，卻還是作成一個與真意不符的表示，此時既然兩個人

都不是真意，也就沒有交易安全保護的問題，所以基於尊重當事人內心真意，

該意思表示無效。不過，若有第三人信賴該表現於外的表示時，為了保護交

易安全，則例外認為意思表示有效。

虛偽意思表示

單獨虛偽
意思表示

意義 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而為表示，又稱「心中保留」。

效力
原則 有效（保護相對人之信賴及交易安全）

例外 無效（倘其情形為相對人所明知者）

意思表示的故意不一致：

虛偽意思表示

第 一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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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謀虛偽
意思表示

意義 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無欲其拘束之表示。

效力

相對人間 無效

第三人
善意 不得以其無效對抗之（民§87Ⅰ但）

惡意 無效（民§87Ⅰ但，反面解釋）

民法第 87 條第 1 項但書之「第三人」

指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的當事人及其「概括繼承人」以外的第三人，亦即就該表示之標的新

取得的財產上權利義務，因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無效而必變動者。

不包含第三人利益契約之「受益人」

∵民§87Ⅰ但書是保護交易安全，與受益人的信賴無關。

是否包含通謀虛偽行為標的物之承租人？

否定說
因為以他人之房屋為給付之標的，其租賃契約本屬有效，並非就虛偽表示標的

本身而發生之新的法律關係，其租賃契約之效力不受通謀虛偽表示影響。

肯定說

1.	善意承租人應與善意受讓虛偽買賣標的物之受讓人同受保護。
2.	表意人是因為自己之行為導致法律上不利益，善意承租人則無可歸責之處。
3.	承租人多為經濟上弱勢，應給予較多保護。

題型4-1-1 單獨虛偽意思表示與第三人之保護

甲為古玩收藏家，以心中保留之方式，將其收藏之 A名畫一幅贈送

給乙，並交付之。乙明知甲無贈與之意思，卻隨即將 A畫出賣並交付給

不知情之丙。試問：甲得否請求丙返還 A畫？（20 分）
 107 家事調查官第 1 題第 1 小題 

題型分析

心中保留的題目不常見，如果出現，大概就是在考善意第三人可以類推適

用民法第 87 條第 1項但書這個考點，本題即為這種狀況。這邊要注意到，善

意第三人可以有 2種主張，第一種是類推適用民法第 87 條第 1項但書，第二

種則是依民法第801、948條主張善意取得。這兩個路徑，其實是自相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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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如果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 87 條第 1項但書，則對丙而言，乙乃是有權處

分。然而如果主張民法第 801、948 條，則必須先認定乙是無權處分，才會有

此主張。其最後之結果雖然一樣，都是在保護善意第三人，可是過程卻有所差

異。至於為何會發生這種狀況，其實涉及到我國民法繼受的過程中，曾同時師

法日本及德國的民法，造成了重複保護的情況。考試時，建議兩種方案都要寫

出來。

擬答 本題字數約 677字

評分 題號 ﹙作答請從本頁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甲不得向丙請求返還A畫：

1	甲、乙間之贈與契約及所有權移轉行為均屬無效

1.	按表意人無欲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為意思表示者，

其意思表示，不因之無效。但其情形為相對人所明知者，不

在此限，民法第86條定有明文。此即所謂「單獨虛偽意思

表示」，又稱為「心中保留」，此時由於表意人內心真實之

意思外人無從探知，故為了保護交易安全，其意思表示原則

上有效，然如相對人明知其內心真意，此時即無危害交易安

全之問題，因而例外使意思表示無效。

2.	本件乙明知甲無贈與之意思，故此時依民法第86條但書規

定，甲所為締結贈與契約及讓與A畫所有權之意思表示，均

屬無效。

2	丙得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87條第1項但書規定或主張依民法第

801、948條善意取得A畫所有權

1.	在意思表示因民法第86條但書規定而無效之情形，可否以

其無效對抗第三人，民法對此並未有所規定，然而為了保護

交易安全，我國學者通說認為此時得類推適用民法第87條

第1項但書規定，表意人不得以其無效對抗善意第三人。本

件乙無A畫之所有權，仍將之出售給丙並移轉該畫所有權，

其移轉該畫所有權之行為乃屬「無權處分」，效力未定，如

甲不承認乙之行為，則該物權行為自始不生效力。然依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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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4-1-2 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與詐害債權

債務人甲因恐其債權人乙對其財產為強制執行，將其僅有的房屋一

棟贈與知情之友人丙，並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請問甲、丙之間的贈

與行為因虛偽表示與真實表示之不同，乙應如何適用法條主張權利？	

（25 分）
 99 地政士第 1 題 

題型分析

小試身手一下，這是相當基本的一題，考的內容就是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和詐害債權行為的差異，這兩個行為在考試上算是容易區分，看題目怎麼敘

述即可，不過在現實生活中要判斷是通謀虛偽或是詐害債權並不容易！另

說明，此時丙既屬善意第三人，則其得

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87條第1項但書

規定，甲不得以其意思表示無效對抗

丙，故丙仍得主張甲、乙間之物權行為

有效，乙為所有權人，其所為之處分即

屬有權處分，丙因而取得A畫之所有

權。

2.	又如丙對於乙非所有權人之情無重大

過失，則丙亦得依民法第801、948條

主張善意取得A畫之所有權，併此敘

明。

3.	從而，本件A畫所有權已由丙取得，甲

已非所有權人，自不得向丙請求A畫之

所有權。

至於善意取得是不是

原始取得，學說上還

有爭執，參王澤鑑老

師，《民法物權》，

頁597-598。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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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丙為虛偽意思表示

1.	按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無

效。但不得以其無效對抗善意第三人，民法第87條第1項

定有明文。所謂無效，乃係自始、當然、絕對無效。

2.	本件甲、丙通謀虛偽就系爭房屋訂立贈與契約之債權行為，

及移轉所有權之物權行為均因上開規定而為無效，故縱使該

屋已經登記在丙名下，丙仍未取得該屋所有權，該屋所有權

仍屬甲所有。

外，這兩個概念本質上是互斥的，構成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就不會構成詐害債

權 1，要注意喔！

◎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與詐害債權之比較 2

通謀虛偽意思表示 詐害債權之撤銷權

法條依據 民§87 民§244

類型 非真意表示 真意表示

狀況 須雙方明知，且有通謀之事實
無償：不問主觀因素

有償：雙方皆知，但非通謀虛偽

效力 自始、當然、確定、絕對無效 有效，僅得撤銷

主張 無待主張，當然無效 須以訴為之3（撤銷訴訟）

擬答 本題字數約 558字

評分 題號 ﹙作答請從本頁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1 最高法院 50年台上字第 547號判例：「虛偽買賣乃雙方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依民法
第八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其買賣當然無效，與得撤銷之法律行為經撤銷始視為自始無效
者有別，故虛偽買賣雖屬意圖避免強制執行，但非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所謂債權人得聲
請法院撤銷之債務人行為。」

2 改編自林誠二，民法總則（下），2007年 3月，頁 92。
3 最高法院 72年度台上字第 206號判決：「上訴人既陳明被上訴人間就訟爭土地應有部分
四分之一之買賣，事實上為無償行為，詐害其債權，微論為被上訴人所否認，縱屬非虛，
仍須以訴之形式向法院請求為撤銷其行為之形成判決，始能發生撤銷之效果。在未經撤
銷以前，尚不能認其行為為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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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5分）何謂債權詐害行為？（5分）設債

務人甲為避免其債權人乙將來強制執行其唯一所有房屋壹間，遂要

求知情之丙幫忙脫產，購買該房屋並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詎丙嗣

後將該房屋轉賣並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知情甲、丙間買賣關係之

丁。請問丁是否取得該房屋之所有權？（15分）

 92 司法官第 1 題 

  解題要點 

這一題在簡單地說明何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何謂「詐害債權

行為」以後，就後面的實例題必須要區分成這兩種情況分別論述：

3.	該屋既屬甲所有，則上開移轉登記將對於甲之所有權有所妨

害，故甲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除去妨害請求權及民

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請求權請求丙塗銷該所有權移轉登記，

若甲怠於行使此權利，則乙得本於債權人之地位，基於民法

第242條代位甲請求丙塗銷該登記。

2	甲、丙為真實意思表示

1.	依民法第244條第1項、第4項規定，債務人所為之無償行

為，有害及債權者，債權人得聲請法院撤銷之；債權人依第

一項、第二項之規定聲請法院撤銷時，得並聲請命受益人或

轉得人回復原狀。但轉得人於轉得時不知有撤銷原因者，不

在此限。

2.	本件甲、丙若為真實意思表示，而依題示本件無其餘肇致法

律行為無效之情形，則該贈與之債權、物權行為均屬有效，

惟贈與乃係屬於無償行為，而甲將其僅有之系爭房屋贈與丙

之行為，將使乙無法受償，而有害於乙之債權，故乙得依民

法第244條第1項聲請法院撤銷該贈與之債權、物權行為，

並得依同條第4項聲請命受益人丙回復原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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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係「通謀虛偽意思表示」，那甲、丙間之所有權移轉行為無效，

丙將該屋移轉給丁，乃係屬無權處分。丁是否可以主張善意取得所

有權（民§759-1），須視其是否善意，但丁明知，顯然非善意，故

無法取得所有權。

2	而若係「詐害債權行為」，則在乙聲請法院撤銷甲、丙間之行為以前，

甲、丙之行為仍為有效，丙係有權處分，丁就算非善意亦能取得所

有權。倘若乙撤銷法院甲、丙間之行為獲准，則甲、丙之行為自始

無效，丙為無權處分，丁是否取得所有權，須視其是否符合善意取

得之規定。

甲為減少其將來死亡後之遺產稅，乃於生前將其名義下之土地一筆

與乙通謀虛偽買賣並辦妥移轉登記。乙隨後將該土地轉售並移轉登

記予丙。請附理由說明丙是否取得該土地之所有權？（25分）

 102 鐵特員級運輸營業第 2 題 

  解題要點 

考點和上一題第一小題相同，這種題目的模式就是：「甲為了避免

某某事，所以和乙通謀虛偽移轉某物所有權，乙又將某物所有權移轉給

丙。」既然題目都長這樣，那答案當然也都是一樣的寫法：

  ※ 答題架構

1	甲、乙間之債權、物權行為因通謀虛偽意思表示無效。

2	乙非所有權人，所為之處分係無權處分，效力未定，因甲拒絕承認

而確定不生效力。

3	丙得否善意取得該物所有權，須視丙是否為善意而定。

照這套解題 SOP 依樣畫葫蘆，就可以輕鬆解決這一類的題目，各位

可以自己試試看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