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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 民法債編總論 

 第一節   債、債權、請求權 

學習民法債編的第一要義，當然必須了解什麼是債。在詳細了解債

編之內容前，讀者可以先就下述數個看似簡單，但卻在法律關係上具有

高度專業與相對複雜的案例進行思考，從中了解債之關係的建構： 
 
（一）甲透過購物網頁販賣商品，惟甲在標示商品價格時漏載 1 個

「0」，且未標示優惠促銷，消費者乙立即透過網路訂購商品，次日甲發

現標示價格有誤，隨即通知乙，並拒絕給付商品與乙，是否有理？ 

（二）甲將自行車借與乙使用，乙未經甲之同意，擅自將該車出租與

丙並交付之，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如何？ 

（三）甲之房屋，先賣與乙並交屋，乙已付清款項。復賣與丙，丙未

支付價金，但甲卻將該屋移轉登記與丙，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如何？ 

（四）甲向乙承租房屋，約定租期 2 年，甲遷入尚未滿 1 個月，乙

即將該屋出賣與丙，並已完成移轉登記。丙若以屋主身分表明不願將該

屋繼續租與甲使用，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如何？ 

（五）甲僱乙修繕房屋，乙僱請之木工師父丙工作時，吸菸不慎將甲

之名貴地毯燒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如何？ 

上述案例究竟要思考什麼？請讀者不要先嘗試尋求解題的答案，對

於初學法律之人而言，這是根本不可能達成的任務！正確的態度，應是

先了解在現實生活中，若確實遭遇到了上述問題，當事人間可能會有哪

些關係？更確切而言，究竟這些人間可能會存在有什麼爭議？有什麼需

要解決的問題？又有什麼希望達成的目的？如果將當事人一一切割開

來，以一對一的方式個別檢討，大概先會涉及到的是，甲與乙、甲與丙

間有何關係？當然也可以從物的層面思考，到底所涉及到的物是歸屬於

誰所有，但這也同時回到甲與乙、甲與丙間，就該物而言有何關係的相



 
 

 

3 第一章  概論

同問題。而所謂有何關係，暫且拋開身分關係不談，財產法上的意義就

是有何私法上的權利與義務關係，這就是我們要探討的民事法律關係！ 

壹、債編之編排與地位 

就上述案例而言，甲與乙間、甲與丙間有涉及到買賣、借貸、租賃

或承攬的關係，這種人與人間的關係經由買賣、借貸、租賃或承攬的牽

連，已非路人甲與路人乙間的關係，但其間究竟會產生什麼關係，就上

述案例（三）買賣之關係可能隨意聯想到的，例如房屋只有 1 間，經 1

屋 2 賣的結果，無論該屋屬於誰所有，一定會有人無法取得，無法取得

的人究竟應該對誰主張落空的期待與權益？或是每一個人都想取得該

屋，但為達到目的，對於其他人又要如何主張或反駁？最後無法取得房

屋的人，又應對誰以及如何尋求救濟？這些問題使得我們必須回到發生

關係的源頭—買賣關係，去檢討當事人彼此間所可能發生的相關權利

與義務關係。不可否認地，無論在買賣、借貸、租賃或承攬等情形，也

只有當事人間才存有上述之關係，此乃特定人與特定人間的法律關係，

也就是法律上所稱債的關係（Schuldverhältnis），因此，民法上所稱之

債權（Forderung）即是由特定人向特定人主張的權利，債權人僅得對其

債務人主張其債權，債務人以外之人，則不受關於債之內容的拘束，此

為相對關係、對人關係，故債權即為「相對權」（relatives Recht）、「對

人權」。因為債的關係為特定人間的關係，以上述案例（三）而言，因

為只有甲與乙間或甲與丙間才有買賣關係，乙與丙間並不存在此種關

係，所以甲與乙的關係，就必須和甲與丙間的關係切割開來，個別看

待，不可混為一談。至於物的歸屬所涉及到的物權關係，則為另一財產

法律關係，因為物只有 1 個歸屬的關係，但買賣關係卻是多重的關係，

1 個歸屬乃唯一的絕對關係，排他的關係，所以物權為「絕對權」

（absolutes Recht）、「對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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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乃私人間權利義務關係的一般性規定
1
，以其規定的內容為標

準，可區分為財產法與身分法。身分法是針對存在一定身分的人間所發

生的權利與義務關係，身分法的規定主要存在於民法親屬編（§§967～

1137）與繼承編（§§1138～1225）。財產法則係因財產所生的權利與義

務關係，包括了民法債編（§§153～756 之 9）以及物權編（§§757～

966）。債編的規定，主要是涉及到特定人與特定人間所產生的權利義務

關係，民法債編的規定就是通常所稱的債法（Schuldrecht）。上述之關

係，可用圖例表達如下： 

 

民法債編規定的內容，又可分為債編總論（第一章 通則 §§153～

344、Allgemeiner Teil des Schuldrechts）與債編各論（第二章 各種之債 

§§345～756之 9、Besonderer Teil des Schuldrechts），前者乃所有債之關

係共通適用之原理原則，其範圍大致上從債之發生、債之標的（內

容）、效力、變更到消滅；後者則涉及個別具體債之關係，例如買賣

（§345）、租賃（§421）、借貸（§464）、承攬（§490）、保證（§739）等

                                                      
 1  關於民法的結構與編排，可參考，鄭冠宇，民法總則，2021 年 7 月七版，26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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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契約關係。民法債編並非獨立之章節，其規定仍與其他各編之規

定，在體系上具有相當之關聯： 

一、與民法總則之關係 

民法總則乃有關民法一般原理原則的規定，而債編乃特定人與特定

人間之法律關係的特別規定，故如涉及到權利主體、權利客體、權利之

得喪變更等規定，除債編已有規定外，均應適用民法總則之規定。本節

案例（一），除涉及買賣契約是否有效成立（§§153、345）外，尚涉及其

效力是否消滅等問題
2
，其中契約是否有效與消滅尚涉及民法總則關於

錯誤之意思表示（§88），以及關於誠信原則（§148）之問題。 

二、與民法物權之關係 

上述之案例（二），除涉及乙是否違背依據使用借貸契約所負之義務

（§467）外，尚涉及所有權變動之得喪變更（§§761、801、948）之問

題。案例（三），則涉及多重買賣各當事人間之相對關係（§348 I），以及

                                                      
 2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1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1 號，研討結果：應依具體個案參酌乙

說及丙說理由，綜合判斷。乙說：按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或表意人若知其事情即不為意思表

示者，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或不知事情，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為限，

民法第 88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是主張意思表示錯誤而撤銷者，須以該錯誤「非由表意人自己之

過失者為限」，本件乙標價錯誤即屬欠缺與處理自己事務同一之注意，不論前開規定過失之認定

係採抽象輕過失或具體輕過失，乙至少欠缺與處理自己事務一般的注意義務，顯然有過失，依前

開規定，乙自不得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丙說：民法第 88 條撤銷權之規定，乃係為救濟表意

人主觀上之認知與事實不符，因而造成意思表示錯誤之情形而設。參以民法第 220 條第 2 項規

定：「過失之責任，依事件之特性而有輕重，如其事件非予債務人以利益者，應從輕酌定。」是

否允許表意人撤銷錯誤之意思表示，應就表意人及相對人於為意思表示時之整體情況為一綜合評

估，以調和表意人與相對人之利益。是判斷應否允許表意人撤銷其錯誤之意思表示時，相對人是

否有值得保護之信賴存在、允許表意人撤銷是否會害及一般交易安全，以及相對人之主觀心態

等，亦應一併審酌。本件系爭商品網頁上之標價不及建議售價十分之一，且乙銷售該商品並非採

取超低價競售之手法，則甲居於一般消費者之地位，以社會上相同經驗智識之人，處於相同之狀

態下，應可判斷知悉此網頁上所登載之銷售價格有相當可能係出於誤載，對系爭商品售價表示錯

誤應有認識之可能性，則甲信賴利益即無保護之必要，對表意人即乙注意義務之要求程度亦應大

幅降低，以符事理之平，故此時應認乙已盡其注意義務，而准許乙撤銷錯誤之表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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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所有權歸屬（§758）的絕對關係。此亦充分顯示，一個縱然單純的

法律問題，其思考的層面，不應侷限於民法某一編之規定，更應避免與

其他各編切割。 

三、民法編排之特性 

由民法債編與其他各編相互間的關係可以得知，民法的規定，係具

有完整的體系架構，民法總則是所有民法共通適用的原理原則，採用民

法總則編的編排方式，在立法技術上可以避免相關的規定，一再重複的

在其他各編出現，並可以建立民法的適用體系。且由於總則編的規定，

是做為各編適用的基礎，因此總則編的規定不宜過於具體，以便各編均

能共通適用。例如民法第 6 條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

死亡。」乃適用於任何自然人，但編排於民法債編第一章通則的第 153

條第 1 項規定：「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

契約即為成立。」所稱之人，則具體的限於有互相約定的雙方當事人；

而編排於民法債編各論的民法第 345 條第 1 項規定：「稱買賣者，謂當

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所稱之人，

更具體的限於締結買賣契約的當事人；編排於民法物權編的第 75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

利。」所稱之人，就僅限於不動產登記的權利人。立法者此種規定的編

排，乃由抽象的總則編規定，到較具體的債編及物權編規定，由一般的

總則共通規定，到特殊的債編及物權編個別規定，具有法律邏輯的特殊

意義。再以被詐欺為例，若買賣契約當事人受詐欺者，欲瞭解民法關於

買賣被詐欺的相關法律效果規定，則由於債編各論買賣契約的規定，僅

就物之瑕疵擔保有故意不告知瑕疵之規定（§355 II），若所涉及者係物

之瑕疵以外之詐欺，即無法從中獲得有關規定的資訊，這是因為除瑕疵

以外的被詐欺情形，在債編各論其他種類的契約都會發生，並非屬於僅

在買賣契約所發生的獨特類型，因此應往上一位階的規定—債編通則

加以瞭解。但債編通則關於被詐欺的相關規定，僅於詐害債權（§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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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規定，除此之外，由於被詐欺也可能發生在物權編的物權行為、在

親屬編的身分行為、在繼承編的繼承關係，所以民法關於一般被詐欺的

法律效果，都規定在民法總則編第四章法律行為。 

四、與其他法律之關係 

私權利與義務關係與人類社會生活息息相關，充分反應當代的社會

背景與基本思想。隨著資訊時代的到來，日常生活中的經濟活動亦有重

大之改變，債法的規定與適用，除與公司、票據、海商及保險等商事法

律相關聯外，尚可能與國內其他法律以及國際社會之私法發展有關。 

（一）消費者保護法 

消費者保護法係於 1987 年經內政部提出草案後，於 1994 年 1 月

11 日經由立法通過而施行。消費者保護法之規定共計 7 章 75 條，乃集

合公法與私法、實體法與程序法，其為民事特別法
3
，有優先於民法而

適用，因此消費者保護法第 1 條第 2 項即明文規定：「有關消費者之保

護，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消費者保護法涉

及民事法律關係之主要內容包含： 

1. 消費者權益之保護：消費者保護法對於消費者權益之保障，於第

7 條以下，分別就健康與安全保障、定型化契約、特種買賣及消費資訊

等四方面予以具體規範外，並明定企業經營者應負的義務與懲罰性賠償

金制度（消保§51）。 

2. 消費者保護團體：消費者保護團體，是以保護消費者為目的而依

法設立登記之法人，得為社團法人或財團法人，其成立之宗旨均為保護

                                                      
 3  由於受到雷曼兄弟金融風暴影響，世界各國紛紛重新檢討金融管理及金融消費者保護相關措施。

台灣於 2011 年 6 月 3 日亦經由立法院三讀通過，並於同年 6 月 29 日公布施行金融消費者保護

法。全文共分（1）總則：第 1 條至第 6 條、（2）金融消費者之保護：第 7 條至第 12 條之 1、
（3）金融消費爭議處理：第 13 條至第 30 條、（4）罰則：第 30 條之 1 及第 30 條之 2、（5）附

則：第 31 條至第 33 條等四章，計 41 條次。其立法目的除了要「強化有關金融消費者保護之規

範」外，旨在「建立專責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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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權益、推行消費者教育，本法在第 27條至第 32條，明定消費者

保護團體成立之性質、宗旨、任務及權限。 

3. 消費爭議之處理：消費爭議之處理程序，依第 43 條以下之規

定，除了加強原有司法救濟途逕之消費訴訟外，並提供行政機關協助處

理解決爭議之申訴、調解等多重救濟途徑，以供消費者選擇：（1）申

訴：發生消費爭議時，消費者得為申訴。（2）調解：消費者在申訴未獲

妥適處理時，得申請調解。（3）消費訴訟：規定消費者除得依法提出申

訴及調解外，並得提起消費訴訟。同時賦予消費者保護團體訴權。 

（二）其他特別法 

1.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鑑於消費者負擔多重債務而無力清償，已

成為嚴重之社會及經濟問題，為及時解決消費者不幸之窘境，以迅速清

理債務，使其有重生之機會，並兼顧債權人之權益，改善功能不彰之現

行和解及破產法制，立法院於 2007 年 7 月 11 日三讀通過本法，並於

2008 年 4 月 11 日開始施行。將免責作為更生手段，引進自用住宅借款

特別條款、擔保權消滅聲明、同時終止、裁判擴張自由財產範圍及更生

教育等制度。 

2. 勞動基準法：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

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而制定的勞動法律，所涉及關於勞動契約

之部分、契約之解除，乃為民法之特別規定。 

3. 政府採購法：乃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

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本法所涉及履約管理契約、

驗收及爭議處理等，均與私權利與義務關係相關，其有規定不足者，應

有民法規定及原理原則之適用。 

（三）聯合國國際商品買賣契約公約 

聯合國國際商品買賣契約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Contracts for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1980), CISG）係 1980年 4月



 
 

 

9 第一章  概論

11 日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通過，並且自 1988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本公

約共分成 4 大部分，第 1 部分包括 2 章，分別涉及本公約之適用範圍

（第 1條至第 6條）以及一般規定（第 7條至第 13條）；第 2部分涉及

買賣契約成立之規定（第 14 條至第 24 條）；第 3 部分共有 5 章，第 1

章係一般規定（第 25 條至第 29 條），第 2 章有關出賣人之義務（第 30

條至第 52 條），第 3 章有關買受人之義務（第 53 條至 65 條），第 4 章

涉及危險負擔移轉之問題（第 66 條至第 70 條），第 5 章則涉及共同有

關於出賣人與買受人之債務之規定（第 71 條至第 88 條）；最後之第 4

部分涉及本公約所謂之結尾規定（第 89條至第 101條）。換言之，有關

解除契約之法律效果乃共同有關於出賣人與買受人之債務之規定
4
。 

由於國際貿易慣例及標準化契約條款的普遍運用，是否有另行制定

統一性國際貿易規範的必要，一直是各國學者爭執不已的問題。大陸、

英美法系有關買賣契約的規定，所存在之觀念上的差距，除造成統一性

規範制定上的困難外，亦使得經妥協後所制定的統一性規範，存在著許

多適用上難以解決的問題。國際貿易實務中所普遍採用的標準化契約及

目前所存在的國際貿易慣例，泰半皆本諸英美法系的法律理念。因此，

英美法本身對國際貿易迅速、明確之目標的促進作用，亦為一項不可忽

視的因素。我雖屬大陸法系，但法院在處理國際貿易案件時，對於國際

貿易上的標準化契約及慣例，在適用時對其法律位階仍須加以確定，在

解釋其內容時，亦須掌握其實質意義。 

（四）國際人權公約 

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以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已於 2009年 3月

                                                      
 4  詳細內容可參考 Ferrari/Kieninger/Mankowski, Internationales Vertragsrecht CISG, 3. Aufl. 2018；

Kröll/Mistelis/Viscasillas CISG, 2. Aufl. 2018；MüKoBGB/Huber CISG, 8. Aufl. 2019；Schlechtriem/
Schwenzer/Ferrari CISG, 7. Aufl. 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