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法

˙民事訴訟法

˙公司法

˙證券交易法

˙保險法

˙刑法

˙刑事訴訟法

˙憲法

˙行政法

國考風向球
從法研所考題預測今年國考方向

1

Key Point

III-1



III-2

考前特蒐：律師司法特考關鍵解析 2021Best Selection

行人甲跨越馬路，未走行人穿越道，因欲拾回掉落物品突然止步，機車騎士乙煞車不

及，撞到甲，甲輕傷，機車後載乘客丙受傷較為嚴重，丙立即提出過失傷害刑事告

訴。後甲丙私下成立和解，甲同意賠償損害20萬元予丙，甲簽發和解日後10天為票載

發票日之同額支票一紙予丙。試分別以下情形，說明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

1 甲期待丙於達成損害賠償和解後，將主動撤回刑事告訴，而同意和解。支票兌現，

丙未撤回刑事告訴。

2 丙同意收到支票將立即撤回刑事告訴，但未撤告。

3 和解成立後，甲收到車輛肇事鑑定委員會之鑑定報告，記載甲乙均有過失，但乙為

車禍肇事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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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型分析

本題以和解契約作為包裝，涉及動機錯

誤、債務不履行與和解錯誤撤銷等爭點。針

對第一小題動機錯誤部分，應注意民法原則

禁止當事人以動機錯誤為由撤銷意思表示之

目的，以及允許當事人以動機錯誤為由撤銷

意思表示之例外適用；第二小題作答上應注

意和解契約一方當事人不履行契約內容時，

應視系爭和解契約種類屬「認定型」或「創

設型」，倘為前者仍容許當事人以原先法律

關係主張權利，若為後者，當事人僅能以和

解契約所創設之法律關係主張權利；最後針

對和解錯誤撤銷，應熟悉陳自強老師在和解

契約所提出之「確定效」1，於具備確定效範

圍內，不允許當事人以錯誤為由主張撤銷。

1 所謂「確定效」，為當事人有爭執或不明確有爭執或不明確之事

實關係或法律關係，而由當事人以和解契約所確

定。對於當事人以和解契約所確定之事實或法律

關係，縱使與真實不符，亦有拘束當事人之效力

且當事人不得以錯誤為由撤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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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答

當事人間法律關係分述如下：

1 甲不得以動機錯誤為由，主張撤銷和解

契約

1. 依民法（下同）第88條第2項解釋可

知，動機錯誤原則上不得主張撤銷，

其目的在於合理分配契約風險，蓋表

意人對於其意思形成上有關事實之認

識是否正確，其風險應由自己承擔。

若不願承擔風險，則應將該事實提升

為雙方法律行為之內容，即設定條件

或期限。此外動機也非他方當事人所

能窺知。

2. 惟動機錯誤倘符合第88條第2項規定，

屬於當事人之資格或物之性質錯誤，

在交易上認為重要者，例外視為內容

錯誤而得主張撤銷。

3. 本件，甲期待丙於達成損害賠償和解

後，將主動撤回刑事告訴，可知甲之

所以與丙成立和解契約之動機在於使

丙主動撤回刑事告訴。然就「使丙主

動撤回刑事告訴」乙事，依題示僅是

甲單方希望，並未有雙方合意以此動

機作為法律行為之基礎之意思，顯見

本件甲基於使丙撤回刑事告訴目的而

成立和解契約，嗣後丙並未撤回刑事

告訴，應屬於動機錯誤。

4. 又本件甲之動機錯誤並無涉及人之資

格或物之性質錯誤，自無第88條第2項
之適用，合併敘明。

2 甲得依給付遲延之相關規定，向丙主張

損害賠償或解除契約，分述之

1. 丙依和解契約負有撤回刑事告訴之給

付義務

⑴ 和解契約中有創設型和解契約與認

定型和解契約二類，所謂創設型

和解契約係指當事人間和解契約內

容，是以他種之法律關係或以單純

無因性之債務約束等，替代原有之

法律關係。就此類型和解契約而

言，雙方當事人均應受和解契約所

新創設之法律關係拘束，並不得再

依原法律關係主張權利。

⑵ 本件，甲、丙間原有一侵權責任法

律關係存在，雙方成立和解約定甲

給付和解金20萬元、丙負有撤回刑

事告訴之義務。探求甲、丙成立契

約之真意，應係考量侵權責任要件

認定繁複、證明困難，欲以和解契

約創設一新法律關係取代原有之侵

權責任法律關係，因此甲丙間和解

契約應係一創設性和解契約。

⑶ 從而，丙依和解契約應負有撤回刑

事告訴之給付義務。

2. 甲得依給付遲延之規定，對丙主張權

利

⑴ 丙明負有撤回刑事告訴之給付義

務，然並未於原定收到支票時即

撤回之，構成給付遲延。依上開

說明，此時甲仍應依和解契約所新

創設法律關係主張權利，故甲得依

給付遲延之規定，向丙主張遲延

賠償、解除契約（§§231、255參
照）。

⑵ 綜上，甲得依給付遲延之規定，對

丙主張權利。

3 甲得依第738條主張撤銷和解契約

1. 首先應討論者係，第738條之錯誤與第

88條之錯誤，是否應為相同之解釋？

⑴ 按實務見解2認為，第738條之錯誤

2 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700號判決參照：「因

民法總則編為民法各編共同適用之規定，原則上

得完全適用於債編部分，民法第七百三十八條以民法第七百三十八條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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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第88條之錯誤二者應為相同之解

釋，因此第738條仍應限於無過失始

能撤銷。

⑵ 惟本文認為，第738條所列三種例

外，均屬意思形成過程中之錯誤，

即動機錯誤；此與第8 8條所規定

係內容錯誤或表示行為錯誤二者有

別。因此，在738條法無明文下，自

不以契約當事人無過失為撤銷之前

提。

2. 次按民法第738條規定和解原則不得以

錯誤為由主張撤銷，依學者見解其原

因係和解契約所形成之內容具有「確

定效」，此係和解契約之本質，蓋契

約目的即係去除法律不明確之狀態，

進而具體形成當事人間法律關係。和

解契約之內容所確定之部分，在私法

自治容許範圍內，具有拘束和解契約

當事人之效力，自不容當事人嗣後以

錯誤為由主張撤銷。

3. 然應注意者係，在和解契約所確定之

內容以外（主要涉及成立和解契約之

錯誤為原因而撤銷和解係規定於債編，並無任何錯誤為原因而撤銷和解係規定於債編，並無任何

排除適用民法總則之規定排除適用民法總則之規定，是民法第八十八條

第一項但書所規定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以其

錯誤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於民法第

七百三十八條以錯誤為原因而撤銷和解，自有其

適用。」

重要爭點、前提），不具備確定效，

自得以錯誤為由主張撤銷。

4. 本件甲乙肇事過失比例，並非和解契

約所認定之內容（因本件和解契約內

容依題示僅有賠償數額之認定），又

甲應負多少肇事過失比例，屬於甲願

意負擔多少賠償責任之重要爭點，即

甲所負過失比例屬於甲丙成立本件和

解契約之重要前提。又依上開說明和

解成立後，甲收到車輛肇事鑑定委員

會之鑑定報告，記載甲乙均有過失，

但乙為車禍肇事主因。對此，甲應得

以錯誤為由主張撤銷和解契約。

▚ 考情分析

和解契約雖然在學校課程學習上容易

被忽略，但其在實務上使用的重要性不容忽

視，109年司律二試民法第二題也涉及和解

契約相關爭點的討論。因此，在債各的準

備上除了傳統買賣、承攬、租賃外，和解契

約也請各位務必留意相關爭點與新近實務見

解。

▚ 參考資料

‧ 陳聰富，民法總則，2019年9月，頁312-
314。

‧ 陳自強，和解之錯誤，月旦法學雜誌第

233期，2014年10月，頁42-70。

甲於民國105年5月1日向乙購買A高級中古車一輛，價金新台幣150萬元，甲給付價金

後，乙於105年6月1日將A車過戶並交付甲使用。未幾，甲發現A車曾有人在其內燒炭

自殺，且該車之四驅傳動系統故障，為此主張解除契約，請求返還已給付之價金，兩

造間因甲無法證明乙有過失而就此一瑕疵爭議纏訟多年。迄109年12月1日，乙基於息

台灣大學110法研所―民法B卷二Q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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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型分析

本題涉及買賣物之瑕疵擔保，以及契約解

除後究應溯及失效或向後失效之討論，與民法

第259條之適用。

▚ 擬答

甲主張解除契約有理由；乙之抗辯無理由

1 甲主張解除契約有理由

1. 本件買賣標的物有物之瑕疵

⑴ 依民法（下同）第354條規定，物之

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

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

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

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

效用之瑕疵。

⑵ 本件，乙交付給甲之A車，依題示

有「四驅傳動系統故障」與「曾

有人於車內燒炭自殺」二者「瑕

疵」，是否均該當第354條之物之瑕

疵，討論如下：

① 四驅傳動系統故障

 A車原有四驅傳動系統可供作

用，然乙交付A車時該四驅傳動

系統故障，雖依題示A車仍得以

非四驅傳動系統行駛而無礙車輛

之通常作用。惟，本文以為A車

原得以四驅傳動方式行駛，而因

故障無法使用即屬於該車之效用

上無法達到四驅傳動車通常得發

揮之效用。從而，四驅傳動系統

應屬於物之瑕疵。

② 曾有人於車內燒炭自殺

 此一「凶車」，是否屬於物之瑕

疵？雖有見解認為「凶車」涉及

個人主觀面，因人因時因宗教不

同而有異，且可由時間經過、

記憶淡忘或宗教儀式除去不安心

理。惟本文認為，依我國人民崇

敬鬼神之觀念，此種心理不安感

洵難因時間經過或宗教儀式而輕

易除去；且觀二手車交易常態，

多有要求揭露車輛是否曾發生事

故、車內有無非自然死亡等，且

凶車於交易市場上相較非凶車而

言，價值明顯有落差，應足認凶

車構成減少價值之物之瑕疵。

⑶ 從而，本件A車之「四驅傳動系統

故障」、「凶車」，均該當物之瑕

疵。

2. 甲得依第359條主張解除契約

⑴ 依第359條但書，解除契約顯失公

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

就顯失公平之認定，應考量該瑕疵

是否已使買受人契約目的不達或買

事寧人乃與甲約定互相返還A車及價金時，乙當場發現甲於占有該A車將近4年6個月期

間，竟仍以一般無四驅傳動系統方式，繼續使用該車輛多達6萬公里，如以車輛出租

費用計算相當於100萬元之租金費用（並有估價鑑定書可證）。乙乃抗辯A車並無瑕疵

或瑕疵程度無關緊要，甲不得解約，且甲如解約，因其受有使用該車而節省上開相當

於租金費用之不當得利，也應從150萬元價金中扣抵該費用。

試問：甲主張解除契約，有無理由？如有理由，乙抗辯甲受有相當於租金費用之不當

得利，有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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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受領該有瑕疵之標的物已無利

益。

⑵ 本件，倘若甲購買A車係考量其具

備四驅傳動功能，而A車未具備四

輪傳動功能即與甲成立系爭買賣契

約之目的不達；又考量車輛價值並

不如不動產高昂，允許解除契約並

不會造成不動產利用受到影響，亦

不會影響社會經濟效益等。從而，

本件允許甲以物之瑕疵解除契約應

無顯失公平之情事3。

⑶ 另，本件甲於發現瑕疵時即應通知

買受人乙；且自物之交付後亦未逾

五年，甲之權利行使尚未罹於第365
條之除斥期間，合併敘明。

2 乙抗辯無理由

1. 依法定解除權解除契約後究竟發生溯

及失效或向後失效，討論如下：

⑴ 有見解認為4，法定解除權行使，於

雙方的給付義務已履行時，發生回

復原狀之特別清算關係，此時僅是

契約內容有所變更，債之關係仍然

存在，從而根本沒有不當得利之成

立餘地。

⑵ 然通說5認為，法定解除權行使後將

3 本文在此之所以不討論「凶車」瑕疵得否解除契

約，原因在於依題示甲確實在知悉為凶車後仍持

續使用A車達四年六個月，難以論述「凶車」對於

甲的影響已經使甲因心生畏懼而無從使用車輛，

因此本文才嘗試從另外一個瑕疵出發討論。

4 蔡晶瑩，契約解除之效力，月旦法學教室第183
期，2017年12月，頁12-14；王澤鑑，法律思維與

案例研習，2020年2月，頁422-424。

5 同前註，以及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2號判決參

照。

使契約自始歸於消滅，受領他方給

付者依第259條規定負有回復原狀義

務。惟此時，是否仍有第179條之適

用？多數論者認為，第259條之性質

為不當得利，僅是返還義務範圍不

同，故不適用一般不當得利規定而

僅適用第259條之規定。

⑶ 然不論依何說，契約解除後均無一

般不當得利請求權之適用。

2. 乙不得依第179條主張甲受有相當於租

金費用之不當得利

⑴ 按上開說明，甲於契約解除後縱使

契約效力溯及失效，仍僅需依第259
條負擔回復原狀義務即可。本件甲

依第259條第1款，應返還所受領之

A車。

⑵ 另，契約解除後雖為溯及失效，然

甲於契約解除前占有A車亦無適用

第179條一般不當得利規定之餘地。

⑶ 綜上，乙之抗辯無理由。

▚ 考情分析

物之瑕疵擔保與民法第259條之性質可

算是傳統爭點，考生於考試前對此應有一定

程度之掌握。另就「凶車」是否屬於物之瑕

疵之討論，隨著「凶宅」熱門程度逐漸退

燒，可能會逐漸在試題上出現，考生亦需注

意！

▚ 參考資料

‧ 王澤鑑，不當得利，2016年3月，頁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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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有子女乙、丙。乙有子女A、B。甲生前作成遺囑，將名下一筆土地設立遺囑信託。

信託條款記載，信託期間為50年，受益人為乙、丙、A、B共四人。受託人為乙；若

乙在信託期間死亡，由A繼任為受託人。上述土地即信託財產，由受託人管理（出

租）。租金即信託利益由全體受益人各分配四分之一，但乙、丙若於信託期間死亡，

即終止其享有租金之權利；死者之租金受益權由A、B平均分配。信託到期終止後，信

託財產亦由全體受益人各分配四分之一，但乙、丙若於信託終止前死亡，即無法獲得

信託財產；死者之受益權由A、B平均分配。甲於105年9月1日死亡，遺產除了上述不

動產（價值2,000萬元）外，尚有銀行存款400萬元。

甲死後，乙依照遺囑信託條款，將信託財產出租，每年之租金為50萬元。甲死亡時，

乙為55歲、丙為52歲。丙認為自己餘命沒有50年，最終不可能獲得信託財產四分之一

之所有權，故其特留分受有侵害。試問：

1 若丙在106年9月2日欲行使特留分扣減權，是否有理由？丙應向何人的何種財產主

張扣減若干金額？

2 若丙以信託受益人之身分，要求以乙給付105年9月1日至今共一年份之租金50萬元

之四分之一亦即12.5萬元，是否有理由？

台灣大學110法研所―民法B卷三Q03

▚ 題型分析

本題為110年法研所之文章題，主要涉

及被繼承人之遺產信託違反特留分之效果。

就第一小題，遺囑信託分配遺產雖然少見，

但探究其本質仍然為遺囑處分財產行為一

種，縱使沒閱讀過黃老師文章的同學作答上

也不需緊張，如同其他死亡後處分侵害特留

分行為一樣，從侵害特留分行為有效性開

始，檢討當事人之法律關係。至於第二小

題，考量第一小題為老師文章改編且第二小

題僅是單純適用信託條款，在時間與配分考

量下僅需針對題目提供資訊，即可作答。

▚ 擬答

謹依題旨，分述如下：

1 丙之主張無理由

1. 遺囑信託牴觸特留分之效果

⑴ 遺囑信託之容許性

 依民法（下同）第11 8 7條規定，

遺囑人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

範圍內，得以遺囑自由處分遺產。

本件，甲得以遺囑方式設定信託處

分其遺產，但不得牴觸特留分之規

定。

⑵ 遺囑信託牴觸特留分之效果

 對此，雖法無明文，但學說認為參

照其他以遺囑處分遺產之行為（遺

贈、應繼分指定等），實務通說均

認為違反行為並非無效，僅係行使

扣減權之問題。從而，遺囑信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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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在分配遺產，其經濟目的與遺

贈類似，故其侵害特留分之效果亦

應與遺贈相同，即受侵害之繼承人

得行使扣減權。

2. 丙之特留分

⑴ 依第1223條規定，甲之遺產價值共

2400萬元（不動產與存款），直系

血親卑親屬丙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

1/2，因此為甲遺產之1/4，即600萬
元。

⑵ 本件設若法院將甲之銀行存款400萬
全數分配給丙，丙之特留分仍有200
萬之不足額。

3. 特留分扣減之對象

 因信託使人對信託財產享有之利益分

裂為兩部分，一為受託人對信託財產

之所有權，一為受益人對信託收益的

受益權以及信託期滿時的財產歸屬權

利（下稱「受益權」），有疑義者係

行使扣減權對象係前者之信託財產所

有權，抑或是後者之受益權？討論如

下：

⑴ 所有權說

 此說認為，遺囑信託係將信託財產

之所有權形式上移轉給受託人，此

行為侵害了特留分，特留分權利人

應對受託人行使扣減權。扣減之效

果是所有權之回復，即信託財產成

為特留分權利人與受託人之共有財

產。

⑵ 受益權說

 此說認為，受益人才是真正享有信

託財產實質利益之人，而非受託

人。故信託之受益人取得受益權一

事構成對特留分之侵害，特留分權

利人應對信託遺產受益人行使扣減

權，效果是受益權之返還，亦即由

特留分權利人與受益人共有受益

權。

⑶ 本文以為，應以所有權說可採。蓋

特留分之目的應是保障「特留分

權利人取得現在且絕對的權利」，

行使扣減後，所回復者均是標的

物之應有部分，亦即都是一種所

有權（也就是「現在且絕對之權

利」）。反之，受益權說下，扣減

權行使後係扣減權人與受益人共享

受益權，此時扣減權人仍必須忍受

信託期間之拘束，不符合特留分目

的在於保障特留分權利人取得「現

在且絕對的權利」之意旨。從而，

應以第一說可採。

4. 丙應向受託人乙名下之信託不動產主

張行使200萬之扣減權

⑴ 依上開說明，侵害丙特留分，行使

扣減權對象應為信託財產之所有

權，故扣減權人丙應向信託財產受

託人乙主張扣減權。

⑵ 本件，信託不動產價值為2 0 0 0萬
元，丙之特留分則有200萬之侵害，

故丙行使扣減權，應將信託不動產

之1/10恢復為乙丙公同共有，其餘

仍為信託財產。

5. 然丙於106年9月2日始行使扣減權，因

逾扣減權除斥期間，其主張仍無理由

⑴ 扣減權之權利行使期間，實務認為

應類推第1146條第2項之規定；惟本

文以為，類推適用之前提應係兩事

物本質相同始能為相同處理，然第

1146條為請求權，而第1225條為依

通說為形成權，二者性質相異應無

類推之餘地，因此應先類推同為形

成權之除斥期間之規定較為妥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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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從而，本文以為特留分扣減權之除

斥期間應類推第93條，自發現特留

分受侵害時起1年內為之。本件依題

示，甲於105年9月1日發現其特留

分受侵害，應自發現時起算除斥期

間，故甲於106年9月2日行使扣減

權已逾除斥期間，其請求無理由。

2 丙之主張有理由

 依信託條款規定，信託不動產出租之租

金即信託利益，由全體受益人各分配四

分之一。本件，甲死亡後受託人乙依信

託條款約定將信託財產出租，丙為受益

人中一人，依本件信託條款約定就信託

不動產出租之租金由全體受益人各分配

四分之一。故丙以受益人之身分主張信

託利益，其主張應有理由。

▚ 考情分析

遺產信託此一議題，相較其他處分遺產

行為，同學可能會感到陌生許多，但對於遺

產處分侵害特留分之爭議則屬於傳統重要的

熱門考點，同學對此應有相當程度之掌握！

▚ 參考資料

‧ 黃詩淳，遺囑信託違反特留分之效果，月旦

法學教室第209期，2020年3月，頁16-18。

某甲自己出資向某車商購買A車一輛，並約定將該A車於監理機關登記在某乙名下，但

A車實際上仍由某甲自己使用管理，請問可就該A車進行處分之處分權人屬於何人？

並請對最高法院108台上字第1744號判決之意見進行評釋：「按借名登記契約為借名

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契約，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間借名登記契約之約定，通常固無管

理、使用、收益、處分借名財產之權利，然此僅為出名人與借名人間之內部約定，其

效力不及於第三人。出名人既登記為該財產之所有人，則在借名關係存續中，其將該

財產設定抵押權登記予第三人，自屬有權處分，初不因第三人為善意或惡意而有異。

查被上訴人係因靠行契約而將系爭車輛借名登記為OO公司名義，乃原審所認定之事

實。果爾，OO公司既為系爭車輛之出名人，其於借名關係存續中，將系爭車輛設定系

爭抵押權予XX公司，即屬有權處分，原審為與此相反之見解，進而為上訴人不利之論

斷，尚有違誤。」

政治大學110法研所―民法組民事財產法一Q04

▚ 題型分析

本題涉及「動產」的借名登記契約，出

名人處分借名登記物之效力。同學除應針對

106年第3次民庭決議內容與論述理由有相當

程度的掌握外，並應針對「動產」是否亦有「動產」是否亦有

此一決議適用此一決議適用進行比較與討論。最後，題目

有要求考生針對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判決

進行評釋，考量此為法研所題目，推測出題

老師似乎採取與本判決「不同」的想法，並

希望考生加以評判。同學可參考筆者論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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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國家考試若遇到相類似爭議時，除正

確引用實務見解外，可針對實務見解提出個

人意見，相信更能在眾多考生中脫穎而出。

▚ 擬答

A車處分權人依實務見解應為乙；並依

題旨評釋判決如下：

1 依實務見解，A車處分權人應為乙：

1. 依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判

決見解認為，借名登記契約下，出名

人為借名登記物之登記權利人，對外

自有處分權而得為有權處分，至於出

名人與借名人間之借名登記契約，屬

於內部約定，基於債之相對性不得據

以對抗第三人。其見解與最高法院106
年第3次民事決議結論同，針對借名登

記契約（不論動產或不動產）中出名

人針對借名登記物之處分，均採有權

處分說。

2. 本件，某甲自己出資向某車商購買A
車一輛，並約定將該A車於監理機關

登記在某乙名下，但A車實際上仍由

某甲自己使用管理。故甲乙間就A車

應成立一借名登記契約，就借名登記

契約過去實務 6多數認為此為規避稅

捐之脫法行為，應背於公序良俗而無

效；惟現在通說實務 7均肯認在未違

反公序良俗範圍之內，基於契約自由

仍為有效。本件，甲乙間借名登記契

約目的未見於題示，然應非出於背於

公序良俗之目的，應屬有效，合先敘

明。

3. 而乙為A車之出名人，對外自有處分

權而得為有權處分，至於出名人與借

6 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4072號判決參照。

7 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054號判決參照。

名人間之借名登記契約，屬於內部約

定，不得據以對抗第三人。

4. 綜上，依實務見解，A車處分權人應

為出名人乙。

2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判決見

解仍有待商榷之處：

1. 本判決針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下，出

名人處分借名登記物之效力，與實務

決議針對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之情形

下相同。然本文認為動產借名登記契

約並無1 0 6年第3次民事決議之適用

或參照意旨之餘地，蓋動產係以交付

（占有之移轉）為公示方法，非以登

記為其外部辨認之公信表徵，至於監

理機關所為車輛之登記無非係基於行

政管理所為之便宜措施，難認可將監

理機關之登記逕作表彰動產權利歸屬

之方式，進而將動產借名登記契約逕

自套用106年第3次民事決議之結論。

2. 從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744
號判決見解是否妥適，不無疑問。

【補充：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出名人

處分借名登記物之效力8】就不動產借名

登記契約，出名人處分借名登記物之效

力，有「無權處分」、「有權處分」、

「折衷說」之爭論，筆者在此簡要補

充：

1 無權處分說

 此說認為，依借名登記契約，出名人僅

單純出借名義，故實際所有權人仍是

借名人，出名人所為之處分應為無權處

分。

8 詹森林，借名登記出名人之無權處分及借名人回

復登記之請求權基礎兼論出名人之不法管理責任

─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114號判決評析，臺

灣法學雜誌第186期，2011年10月，頁4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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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權處分說9

 此說認為，為貫徹不動產登記之公示外不動產登記之公示外

觀觀之效力以及達成抑制借名登記契約之抑制借名登記契約之

目的目的，以及本於債之相對性本於債之相對性，借名登記

契約僅存於借名人與出名人雙方，不得

據以對抗第三人，故出名人所為處分仍

係有權處分。

3 折衷說

 此說認為，應視第三人是否知悉借名關

係（即善惡意）而定，倘為惡意則為無

權處分、反之則為有權處分。依據在於

優勢風險承擔原則優勢風險承擔原則10與惡意不受保護惡意不受保護之法

理。

9 吳從周，借名登記之出名人將借名財產信託登記

與第三人是無權處分？，月旦法學教室第213期，

2020年7月，頁13-16

10 簡言之，在第三人為惡意時，相較於借名人、惡

意的第三人得以較低成本、風險避免無權處分行

為發生，此時應該優先保護借名人。（白話文：

因為借名人並不知道出名人此時把借名登記物處

分給第三人，而第三人既然知悉借名契約關係存

在，相較借名人自得以較低成本採取措施防止無

權處分發生ex.先通知借名人取得借名人同意）

▚ 考情分析

動產」之借名登記契約效力，在今年政

大法研所、去年北大法研所均有以此命題；

在前幾年的台大法研所也有以「不動產」借

名登記契約命題。尤其自106年第3次民事

庭決議作成後，此議題有極高機率成為出題

素材，惟司律二試尚未針對借名登記契約命

題，因此在今年的準備上，要注意借名登記

契約仍可能是考試熱門重點！

▚ 參考資料

‧ 詹森林，借名登記出名人之無權處分及借

名人回復登記之請求權基礎兼論出名人之

不法管理責任─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

第1114號判決評析，臺灣法學雜誌第186
期，2011年10月，頁49-59。

甲乙丙丁等人個別所有之房屋遭戊營造公司開挖附近工地地基時發生傾倒毀損。除建

物本身之損害賠償外，甲乙二人因房屋無法居住另行租屋三個月之租金，亦獲得賠

償，但丙丁二人則因另有房屋可得居住並無租金支出，故戊拒絕賠償丙丁租金支出之

損害。有實務判決表示，丙丁獲得系爭建物毀損之賠償前，其未因另覓居住處所而實

際支出之相當租金，仍屬其所受系爭建物使用利益之損害，應由戊賠償。請附理由說

明：丙丁獲判取得所謂相當租金之賠償，依法是否妥適？

政治大學110法研所―民法組民事財產法二Q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