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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上請求權

第
一
節

所有權之物上請求權可分為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民§767 I 前段）、所有權妨害
排除請求權（民§767 I 中段）與所有權妨害防止請求權（民§767 I 後段）。考試
中最常測驗者為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與所有權妨害排除請求權，以「拆屋還地」之請

求而言，拆屋之請求權基礎為所有權妨害排除請求權，還地之請求權基礎則為所有

物返還請求權。

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要件有二：請求權人為所有人、相對人為無權占有。是否

為所有人之爭點，常出現在非依法律行為取得不動產物權之情形；而相對人是否有

權占有，爭點常出在本於債權之占有，而涉及債權相對性與占有連鎖之問題。因此

部分是債權與物權交錯之領域，必定是出題之所在。

題型2-1-1　 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主體：所有人、用益物權人 

【88律師第3題】

甲提供其所有六十坪之土地一筆，設定地上權於乙建築房屋，然而，乙實

際建築使用者，僅五十五坪，不足五坪土地，係乙屋後之空地，在地上權設定

前，即由丙占有使用中。試問：丙占有該五坪土地，

1 若係無權占有，甲得否請求丙返還於自己？（5分）
2 係無權占有時，乙對丙是否有權利得以主張？（10分）
3 若係基於與甲口頭成立之不定期租賃契約時，乙對丙是否有權利得以主張？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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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型 分 析

1. 第1小題係所有人將土地設定地上權後，得否再主張物上請求權？或應如何主

張？

2. 第2小題乃地上權人得否主張物上請求權？通說採肯定見解，民國98年物權修正
後，民法第767條第2項已明文準用。

3. 第3小題是用益物權與租賃權併存之適用問題。原則上用益物權具有優先性，惟

民法第426條就後設定之用益物權有準用民法第425條之規定，此為物權效力優先
性之例外。同時，民國88年民法債編修法時針對民法第425條之要件作出修正，將
「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排除適用買賣不

破租賃之規定，在當年修法後即考出，也不令人意外。

擬答  本題字數約1304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1 1 甲不得請求丙返還土地於自己甲不得請求丙返還土地於自己

1.	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主體須為物之所有人，甲為土地之所有

人，自得向無權占有之丙主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民法第767條

第1項前段），不因甲將土地設定地上權予乙而有不同。

2.	然而，物上請求權之目的在保護所有權不受侵害，回復所有權

於未受侵害前之狀態。甲既已將該筆土地設定地上權予乙，乙

為該筆土地之使用收益權人（民法第832條），該筆土地自應歸

由乙使用收益，甲並未因丙無權占有土地而受有侵害。因此，

甲不得請求丙返還土地於自己，僅得請求丙返還土地於乙，方

能回復該筆土地未受侵害前之使用狀況。

2 2 乙對丙得主張之權利如下乙對丙得主張之權利如下

1.	所有物返還請求權（民法第767條第2項準用同條第1項前段）

⑴	民法第767條於其他物權有無類推適用之餘地，實務上曾發

生爭議。學者通說以為排除他人侵害之權利，不僅所有權有

之，即所有權以外之其他物權，亦常具有排他作用，係採肯

定說。

⑵	舊法時民法僅就地役權有準用規定（民法第858條，現已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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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於其他物權未設規定，易使人誤解

其他物權無適用之餘地，民法物權修正遂

增訂第767條第2項準用之規定，使所有權

以外之其他物權亦得準用物上請求權，故

現今已無爭議。

⑶	準此，乙為地上權人，依民法第767條第2

項準用同條第1項，得主張所有物返還請

求權，請求丙返還該筆土地。

2.	不當得利請求權（民法第179條）

⑴	該土地之收益人應屬地上權人乙，丙無權

占有土地乃無法律上原因，致乙的權益受

侵害，構成不當得利。

⑵	準此，乙得依民法第179條請求丙返還所

受利益，即返還該筆土地於乙。

3.	侵權行為請求權（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⑴	丙無權占有土地係侵害乙之地上權，若丙

對無權占有一事係有過失，即構成民法第

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

⑵	準此，乙得本於侵權行為請求丙回復原

狀，即返還該筆土地予乙。

3 3 乙對丙得請求返還土地（民法第767條第2項準乙對丙得請求返還土地（民法第767條第2項準

用同條第1項前段）用同條第1項前段）

1.	地上權人乙得準用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民法物權修正增訂第767條第2項準用之規

定，使所有權以外之其他物權亦得準用物上

請求權，已如前述。因此，地上權人乙得準

用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2.	丙對土地為無權占有

⑴	丙占有土地係基於與甲之租賃契約，但本

於債權相對性，不得對抗契約以外之人。

由於題目未明示丙

是否具有過失，故此

處僅為「假設性」之

回答，在考試當中，

若時間不足，此部分

可略過不提。筆者是

為讓讀者熟悉請求權

基礎之解題步驟，所

以把可能之請求權皆

簡單提及，不代表考

試時一定要這樣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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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題 參 考

民國88年民法債編修正後第425條

「 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承租人占有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契

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第1項）。
 前項規定，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 前項規定，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
之之（第2項）。。」

修正理由：

一、 司法院三十五年院解字第三○七三號解釋要旨稱「租賃物經出租人交付承租人
後，即為承租人所占有，出租人如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第三人可就承租人出租人如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第三人可就承租人

之占有，知有租賃契約之存在，不致因租賃契約於受讓後繼續存在，而受不測之占有，知有租賃契約之存在，不致因租賃契約於受讓後繼續存在，而受不測

之損害。民法第四百二十五條，係基於承租人受交付後，必占有租賃物之普通之損害。民法第四百二十五條，係基於承租人受交付後，必占有租賃物之普通

亦即，後設定之地上權效力優先於先設定之租賃權。

⑵	為保護弱勢之承租人，租賃權於具備一定之要件下，具有對

抗第三人之效力，此即債權物權化，民法第425條與第426條可

供參照。

⑶	準此，在土地先設定租賃權予丙，並已交付之情形下，嗣後才設

定地上權予乙，且乙在土地上建築房屋實際上妨礙丙對土地之使

用收益，符合民法第426條之要件，而得準用民法第425條。

⑷	然而，買賣不破租賃原則具有債權物權化之效力，在長期或

未定期限之租賃契約，其於當事人之權義關係影響甚鉅，宜

付公證，以求權利義務關係合法明確，並可避免第三人虛偽

訂定租賃契約防止他人強制執行之情事。因此，民法第425條

第2項規定：「前項規定，於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其

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不適用之。」

⑸	本件中，丙與甲之租賃契約為口頭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依

民法第425條第2項之規定，不具有債權物權化之效力，不得對

抗地上權人乙。

3.	小結：乙得準用所有物返還請求權請求丙返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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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而為規定情形而為規定。若出租人於承租人中止租賃物之占有後，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

人，則第三人無從知有租賃契約之存在，絕無使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繼續存

在之理。」為期明確，爰於第一項增列「承租人占有中」等文字，使買賣不破

租賃之規定，僅適用於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中之情形，以保障

第三人之權益。

二、 本條第一項規定買賣不破租賃原則，具有債權物權化之效力，在長期或未定期買賣不破租賃原則，具有債權物權化之效力，在長期或未定期

限之租賃契約，其於當事人之權義關係影響甚鉅，宜付公證，以求其權利義務限之租賃契約，其於當事人之權義關係影響甚鉅，宜付公證，以求其權利義務

內容合法明確內容合法明確，且可防免實務上常見之弊端，即債務人於受強制執行時，與第

三人虛偽訂立長期或不定期限之租賃契約，以妨礙債權人之強制執行（目前因

有土地法第一百條及第一百零三條之規定，民法第四百五十條第二項於出租人

幾無適用之餘地），俾杜爭議而減訟源。故明定未經公證之不動產租賃契約，

其期限逾五年或未定期限者，排除買賣不破租賃原則，而不適用第一項之規

定，爰增訂第二項。

題型2-1-2　 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主體：擔保物權人、共有人 

【99輔大民商法組第2題】

甲將A地設定抵押權於乙，供融資之擔保；在抵押權存續中，甲意外死
亡，由妻丙及子丁共同繼承。惟丙、丁未即辦理繼承登記，A地旋為鄰人戊竊
佔，並擅自在A地上興建B屋居住。試問：乙、丙得否依物權請求權，請求戊
拆屋還地？（25分）

題 型 分 析

民法第767條第2項已規定所有權以外之物權得準用物上請求權，接下來之問題
在於何種物權得主張物上請求權？就用益物權，性質上與所有權之排他性相同，應

得全部準用；而擔保物權對標的物並無直接使用收益權，故僅於他人行為有破壞擔

保物價值時，方有適用物上請求權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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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本題字數約871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1 1 乙得依民法第767條第2項準用同條第1項請求戊拆屋還地乙得依民法第767條第2項準用同條第1項請求戊拆屋還地

1.	按物上請求權本為物權通用之效力，所有權固應具有，其他物

權基於物權得直接支配標的物之特質，亦應有物上請求權，方

足貫徹物權之保護，是以，民法第767條第2項增訂，所有權以外

之物權準用物上請求權之規定，合先敘明。

2.	抵押權非以占有標的物為內容，原則上應認無準用物上請求權

之餘地，但於例外情形，仍有準用之必要。當第三人不法占有

抵押不動產，因而有害於拍賣程序之進行，致拍賣價格有較適

正價格為低之可能時，抵押不動產交換價值之實現受到妨害，

抵押權人應得主張妨害除去請求權，以作為排除抵押權妨害之

一項方法。

3.	本題中，戊竊佔A地並擅自於其上興建B屋，乃屬抵押物之不法占

有。若不排除戊竊佔A地興建B屋之情形，於拍賣A地時，將會因

為A地為戊無權占有仍待點交，且A地上有無權占有之B屋須為拆

除，造成拍賣價格降低，有害抵押權人對抵押物之交換價值。因

此，乙為保護抵押權交換價值之實現，得依民法第767條第2項準

用同條第1項，請求戊拆除B屋，並將A地返還於所有人丙、丁。

2 2 丙得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請求戊拆屋還地丙得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請求戊拆屋還地

1.	繼承依民法第1147條規定，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由繼承人承

受被繼承人財產上非專屬性之一切權利義務（民法第1148條第1

項），是被繼承人於繼承開始時有不動產物權者，依法律之規

定，當然由繼承人取得，不受民法第758條所定須登記始生效力

之限制。又因繼承於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

不得處分其物權，固為民法第759條所明定，惟所謂不得處分其

物權，係指法律上使其物權發生變動之處分行為而言，不包括

事實上之處分在內。

2.	因此，丙因繼承取得A地之所有權，雖未辦理繼承登記，依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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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2-1-3　 違章建築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109台大B卷第2題】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87號判決曾針對違章建築之交易，宣示見解
謂：「按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所稱之權利，係指既存法律體系所明

認之權利。所謂既存法律體系，應兼指法典（包括委任立法之規章）、習慣

法、習慣、法理及判例。受讓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受讓人雖因該

建物不能為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僅能取得事實上處分權，但該事實上處分權，

具占有、使用、收益、事實上處分及交易等支配權能，長久以來為司法實務所

肯認，亦為社會交易之通念，自屬民法第一百八十四條第一項前段所稱之權

利。」試據此評析並回答下列問題：（35分）
1 違章建築之交易行為，有無可能違反民法上強制或禁止之規定而無效？
2 違章建築具有「事實上處分權」，是否具備民法上習慣法物權之要件？
3 違章建築被他人無權占有時，事實上處分權人能否主張民法第767條之所有
物返還請求權？

題 型 分 析

違章建築因無法以登記方式移轉所有權，故實務上創造出事實上處分權之概

念，藉由轉讓事實上處分權間接達成移轉所有權之目的。而事實上處分權得否類推

物上請求權？實務見解本於物權法定主義而採否定說，學說上則肯定說、否定說均

有。

1 肯定說認為，若違章建築之受讓人僅得依民法第962條規定行使「占有人」
之物上請求權，消滅時效依民法第963條規定僅有1年，與所有人之物上請求

第759條僅係不得處分其物權。而行使物上請求權對無權占有人

請求拆屋還地，係為維持所有權對標的物之支配狀態，法律所

賦予之排除手段，並非處分其物權，自不在民法第759條限制之

列。

3.	從而，丙、丁共同繼承A地，對A地為公同共有。戊擅自在A地上

興建B屋居住，丙自可依民法第828條第2項準用第821條，本於所

有權請求戊拆屋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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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相比極為不利，此種不利卻僅導因於事實上處分權無法透過登記辦理所有

權移轉，且再與動產之消滅時效為15年（民法第125條）相比，亦凸顯價值
取捨之失衡，違章建築之交易價格常遠大於動產。因此，違章建築之受讓人

縱不能直接適用民法第767條，基於事實上處分權與所有權在靜態性權利保
護並無區別之正當化基礎，亦應得以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

2 否定說認為，就違章建築之法律性質而言，從「法秩序一致性」原則及「違
法性一致性」觀點論證，違章建築不論在行政法上或者民法上都具有違法

性，實務上創設違章建築具備之事實上處分權，性質上只是一種權宜的「殘

缺所有權」或「不完整權利」，不應再考慮賦予具有完整物權地位之權利。

違章建築之興建，不僅欠缺習慣法所應該具備之「共同體意思說」，也違反

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更不符合法官認定與宣示其為習慣法之可能，亦無許

其得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之餘地。
本題推測為吳從周教授之命題，故從否定說之角度進行解題，才能有效針對三

個問題回答。

擬答  本題字數約1100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1 1 違章建築之交易行為本於法秩序一致性，應認違反民法上禁止規定違章建築之交易行為本於法秩序一致性，應認違反民法上禁止規定

而無效而無效

1.	違章建築係違反建築法第25條及第86條非經許可不得建造之規

定，不僅屬違反禁止規定，而且屬於禁止規定中之效力規定，

蓋一但經違反而擅自建造者，建造中不僅可能被行政機關勒令

停止建造，完成後也可以被強制拆除建築物，可見行政法之立

法者對違章建築本身完全沒有要加以保障之意。

2.	而行政法之立法者在價值判斷上已經宣示違章建築之違法性，

其不僅對於作為交易對象的違章建築之「內容」本身要加以禁

止，對於其「進行締結」交易也有干涉之意，並且進一步透過

行政處罰達到禁止之目的。此一行政立法者之價值判斷，應該

在民法上被尊重，以貫徹前述「法秩序一致性」原則中特別是

「違法性之一致性」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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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準此以解，既然違章建築一旦交易，就會因違反禁止規定而無

效，則違章建築性質上確實應該屬於「不融通物」中之法律禁

止流通之「禁制物」，或至少是「四分之三禁制物」。

2 2 違章建築之事實上處分權，並不具備民法上習慣法物權之要件違章建築之事實上處分權，並不具備民法上習慣法物權之要件

1.	民法第757條規定，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其立

法理由闡釋，本條所稱「習慣」係指具備慣行之事實及法的確

信，即具有法律上效力之習慣法而言」，亦即指民法第1條之

「習慣法」而言。而民法第1條之習慣法關鍵在於「法之確信

心」，須探求社會團體對之所為的確信。

2.	實務見解認為違章建築之所有權之移轉，依民法第758條規定，

仍非經登記不生效力，不因違章建築而有例外。是以，實務見

解認為違章建築仍須遵守現行物權法採取的登記公示制度，故

法院並未有意創造事實上處分權之概念來突破現行之登記公示

制度，尚難謂事實上處分權具有法之確信。

3.	又民法第2條規定，民事所適用之習慣，以不背於公共秩序或善

良風俗者為限。違章建築在行政法上具有違法性，本於法秩序

一致性，民法上交易亦應認為違反禁止規定而無效，從而，自

無法認定違章建築之事實上處分權具有習慣法物權之要件。

3 3 事實上處分權人不得主張民法第767條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事實上處分權人不得主張民法第767條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1.	違章建築作為「四分之三禁制物」之不應融通物的性質，只是

一種尚未被依法律規定拆除前權宜的「殘缺所有權」或「不完

整權利」，既然不應被賦予具有完整物權地位之權利，更不應

該考慮賦予一個完整所有權始得具有之物權效力。且違章建築

之事實上處分權不僅欠缺習慣法所應該具備之「共同體意思

說」，也違反強行規定及公序良俗，更不符合法官認定與宣示

其為習慣法之可能，應無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規定行使

物上請求權之餘地。

2.	至於違章建築在依法律規定被拆除前之占有狀態，法律對其所

作最低限度之保障，充其量僅得賦予民法第962條之占有物返還

請求權，而不得容許其得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規定行使物上請

求權。



2-11Chapter 2　物上請求權與時效取得 2
答 題 參 考

最高法院62年度台上字第2414號判決

惟按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為民法第758條所明
定，此項規定並不因不動產為違章建築而有例外。否則，違章建築之交易，反較一

般不動產為方便，豈不造成鼓勵違章建築之結果？

題型2-1-4　 違章建築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節錄自105律師第2題】1

甲將其所有之A地設定普通地上權予乙，存續期間十年，乙在其上興建未
辦保存登記之違章建築（以下簡稱B屋）。一年後，乙將B屋出賣並讓與丙，
丙又將之出租並交付於丁，戊乘丁出國旅遊時逕自占用該屋。請附理由回答下

列問題：

1 丙、丁得分別向戊主張何種權利？（30分）

題 型 分 析

本題爭點與題型2-1-3雷同，即違章建築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得否主張所有物返還
請求權。實務見解本於違章建築之事實上處分權人非所有人，故認為不得主張所有

物返還請求權，但學說上有肯定看法，認為有類推適用之空間。本題擬答係以實務

見解為準，惟讀者可自行採取不同見解。

擬答  本題字數約1014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1 105年律師第2題的第2小題位於題型5-1-5的Try again。

1 1 1.	丙不得向戊主張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1.	丙不得向戊主張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1)	按違章建築因無法登記，故無法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買受

人僅取得違章建築之事實上處分權，而事實上處分權乃實務

上便宜措施，究非所有權，本於物權法定主義，應不得主張

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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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說上有認違章建築之受讓人僅得依民法第962條規定行使占

有人之物上請求權，消滅時效依民法第963條規定僅有1年，

與所有人之物上請求權相比極為不利，此種不利僅導因於事

實上處分權無法透過登記辦理所有權移轉，且再與動產之消

滅時效為15年相比，亦凸顯價值取捨失衡，蓋違章建築之交

易價格常遠大於動產，故基於事實上處分權與所有權在靜態

性權利保護並無區別之正當化基礎，而認違章建築之受讓人

應得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

(3)	惟實務見解認為，我國民法就不動產物權之取得已明定以登

記為要件，並非法無明文之情況，無類推適用空間。且若認

定就違章建築得類推適用所有權之規定，疑有鼓勵違建，鼓

勵非法之嫌，況違建之標的在市場價格上有落差，購買者既

已享受價格之優惠，因而須承擔較高之風險，當屬合理。從

而，違章建築之受讓人仍不應類推適用民法第767條之規定。

(4)	本題中，B屋為未辦保存登記之違章建築，乙將B屋出賣並讓與

給丙，丙僅取得B屋之事實上處分權，B屋雖遭戊無權占有，

然依上開說明，丙因非B屋所有人，也無類推適用之空間，故

丙不得對戊主張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所有物返還請求權。

2.	丙、丁得向戊主張民法第962條占有物返還請求權2.	丙、丁得向戊主張民法第962條占有物返還請求權

⑴	民法第962條前段規定，占有人，其占有被侵奪者，得請求返

還其占有物。本條所謂占有人，固不以實際占有人為限，即

間接占有人亦屬之，但在間接占有之情形，判斷有無侵害占

有之事實，仍應以直接占有人定之。

⑵	本題中，丙為B屋之事實上處分權人，其將B屋出租於丁，是

丙為B屋之間接占有人，丁為B屋之直接占有人。而戊趁丁出

國時逕自占用B屋，已侵害丁對於B屋之占有，故丁基於直接

占有人之地位，以及丙基於間接占有人之地位，均得向戊主

張民法第962條占有物返還請求權。

3.丁得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請求權向戊主張權利3.丁得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請求權向戊主張權利

⑴	民法第179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

者，應返還其利益。B屋之使用收益人為承租人丁，戊無權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