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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權為擔保物權，既為擔保債權而存在，故從屬於其所擔保

之債權，此即抵押權從屬性的起源，然而抵押權從屬性漸漸被緩和，

從為將來債權之擔保而設定之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瑞士的空

白擔保、德國土地債務等等，抵押權從屬性或者被緩和、或者遭破

棄，顯示出對於抵押權從屬性之要求，已日趨舒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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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Subordinate 

Realation of Hypothec 

Gloria Hwang* 

Abstract 

Hypothec is a kind of Real rights for security.Since the purpose of 

mortgage is to make sure that the will be practiced,it is the side right which 

related to the loan,and that is the origin of collateral character of 

mortgage.However,the importance of this character is mitigated gradually.WE 

can tell this trend by the mortagage for future debt,Neteitou ,Civil code Art. 

814 in Switzerland and the land-related debt in Germany.This character is 

either mitigated or abandoned,and it means the demand for this collateral 

chacter of mortgage is getting less and 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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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由於抵押權為滿足抵押權人之債權而歸屬於抵押權人，1因此抵

押權具有從屬性。德國民法學者海德曼對於抵押權之從屬性指出五

特徵如下。  

其一，任何應擔保之債權皆不存在時，抵押權亦不成立。  

其二，嗣後債權之內容產生變化（債權之增額或減額）時，抵

押權亦會隨之而變化。  

其三，由債務關係產生抗辯權時，抵押權標的物所有人得援用

其抗辯權，對抗抵押權之實行。  

其四，債權的權利人變更（即債權移轉於新權利人）時，抵押

權亦會當然的隨之移轉，兩者（抵押權與債權）在法律上是不許分

離的。  

其五，債權消滅時，抵押權便無存續的餘地，至少在他主抵押

權是如此。2 

抵押權為擔保物權，既為擔保債權而存在，故從屬於其所擔保

之債權，此即抵押權從屬性的起源，然而抵押權從屬性漸漸被緩和，

                                                 
1 最高法院 84 年度台上字第 167 號判決：「 抵押權為擔保物權，具有從屬性，倘無所擔保

之債權存在，抵押權即無由成立，自應許抵押人請求塗銷該抵押權之設定登記。」最高

法院 84 年度台上字第 2924 號判決：「系爭抵押權為一般抵押權，並非最高限額抵押權，

因抵押權具有從屬性，必先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而後抵押權始得成立，倘被上訴人交

付上訴人之借款金額未達三千萬元，則上訴人請求確認逾實際借款金額部分之債權不存

在，並請求塗銷該部分抵押權，是否不應准許，亦非無疑。」 
2 劉得寬（1984），〈抵押權之附從性與特定性〉，鄭玉波主編，《民法物權論文選輯（下）》，

頁 593，台北：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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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為將來債權之擔保而設定之抵押權、最高限額抵押權、瑞士的空

白擔保、德國土地債務等等，抵押權從屬性或者被緩和、或者遭破

棄，顯示出對於抵押權從屬性之要求，已日趨舒緩。  

貳、抵押權從屬性意義 

抵押權者，擔保物權也，3以確保債權之清償為目的，而從屬於

債權4之物權也，故其性質常依附債權，不能獨立存在，5故曰抵押權

從屬於債權，抵押權之從屬性一般可分為成立之從屬性、移轉之從

屬性與消滅之從屬性。  

一、抵押權成立之從屬性 

按抵押權乃就抵押物賣得價金優先受償之權利，必從屬於債權

而存在，亦即必須有被擔保之債權合法存在為前提，苟無債權發生，

                                                 
3 同為擔保之保證人，亦有從屬性原則之適用，然而羅馬法曾有獨立保證的存在，詳請請見。

西村信雄編（1976），《註釋民法（11）債権（2）§427～473》，頁 141，東京：有斐閣。 
4 楊與齡教授認為抵押權擔保債權之種類可分為：（一）公法上之債權：稅捐稽徵法第 24

條。（二）金錢債權：原則上，不能以金錢清償之債權，不適於設定抵押權。（三）無財

產上價格之債權：債之標的，不以有財產價格者為限，不作為亦得為給付。此等債權不

履行時，亦常發生財產上之損害，為確保此種債權之賠償，自得為之設定抵押權。（四）

精神上損害賠償。（五）實物債權：民法上並無禁止實物債權為抵押被擔保之債權。學理

上稱之為「不變值抵押」。實物債權如設定普通抵押，應估定其價額以為抵押權登記時之

債權數額。（六）附條件之債權：申請登記時，須抵押權設定契約書將條件之內容載明，

始得為登記。（七）罹於消滅時效之債權：消滅時效完成後之債權，權利本身並不消滅，

故以消滅時效完成後之債權為被擔保債權者，亦得設定抵押權。（八）將來之債權：只要

於抵押權實行時，債權發生且數額確定。（九）抵押權設定後交付借款之債權：消費借貸

契約為要物契約（民法第 875 條），在交付前，債權尚無效力。但為交易安全，且將來之

債權，尚可為之設定抵押權，則此種以訂立契約而未生效之債權設定抵押權，自認為有

效。（十）最高限額抵押權。其中（一）～（九）為本部分討論之債，而（十）最高限額

抵押權部分則由另文討論之。（楊與齡（1976），《民法物權》，頁 165-166，台北：五南。） 
5 王去非（1942），《民法物權論》，第 9 版，頁 222，上海：曾文堂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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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無抵押權之存在可言，6此為抵押權發生之從屬性之當然解釋。  

普通抵押權在成立上，係從屬於所擔保之債權，實務上詮釋到：

「…抵押權為從物權，以其擔保之債權存在為發生之要件，契約當

事人間除以債權之發生為停止條件，或約定就將來應發生之債權而

設定外，若所擔保之債權不存在，縱為抵押權之設定登記，仍難認

其抵押權業已成立，乃抵押權成立（發生）之從屬性，故與民法第

870 條規定之移轉上從屬性有別，惟兩者關於抵押權與主債權不可

分之從屬性，則無二致…（最高法院 94 台上 112 號判決）。」7準

此以觀，抵押權惟有依當事人合意之內容及登記上之記載，擔保債

權無從特定，或擔保債權無效、不成立、被撤銷或依其他情形無發

生可能時，始可謂違反成立上之從屬性。8 

 

                                                 
6 最高法院 94 年度台上字第 112 號判決：「 抵押權為從物權，以其擔保之債權存在為發生

之要件，契約當事人間除以債權之發生為停止條件，或約定就將來應發生之債權而設定

外，若所擔保之債權不存在，縱為抵押權之設定登記，仍難認其抵押權業已成立…」此

乃遵從抵押權成立之從屬性之必然結果。在日本，有個有趣的判例，情形雖然與我國類

似，然而結果卻相反。參考日本最判昭和 44.7.4 判例，在基於勞動金庫編制外的貸款（員

外貸付）所設定的抵押權實行後，抵押人以編制外的貸款無效為理由主張拍賣無效，「即

使右述貸款行為無效，由於設定必須將相當金額之不當得利返還給訴外人勞動金庫，在

右述債務為受清償之前，以右述貸款無效為理由，而為本件抵押權實行手續無效之主張，

在誠信原則上不被允許。」以上，擔保債權不成立、不存在的情形，如嚴格遵守抵押權

的從屬性，則其結果則如我國判決；日本該判例則以誠信原則為理由，例外的認可抵押

權的繼續存在。星野英一教授更認為，在這個判例的情形，只要把抵押權擔保債權延伸

至不當得利返還請求權即可解決。無論如何，在該日本判例與星野英一教授的見解下，

抵押權成立之從屬性似乎得以緩和。（奥田昌道、玉田弘毅、米倉明、中井美雄、川井健、

西原道雄、有地亨編（1975），《民法学 3(担保物権の重要問題) 》，頁 62，東京：有斐閣。）

此外，我國亦有學者主張，依據民法第條 861 條，抵押權亦擔保原債權之變形債權。 
7 陳榮隆（2007），〈擔保物權新修正評析專題研究系列之二－新普通抵押權立法之評析

（上）〉，《月旦法學雜誌》，第 146 期，頁 226。 
8 謝在全（2007），《民法物權論（中）》，第 4 版，頁 378，台北：新學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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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抵押權移轉之從屬性 

抵押權係從屬於債權而存在，必先有被擔保之債權存在，而後

抵押權始得成立，而債權及抵押權恆屬於同一人。故債權人不得將

其所享有之抵押權單獨讓與第三人，此乃抵押權從屬性使然（83 年

度台上字第 423 號判決)。據此，抵押權僅得與債權共同處分，例如，

將抵押權與債權一同讓與給他人，或將抵押權與債權一體化予以擔

保9等。  

民法第 870 條規定：「抵押權不得由債權分離而為讓與，或為

其他債權之擔保。」本條規定為抵押權移轉之從屬性規定，質權與

留置權雖無明文規定，然此乃擔保物權的通性，故質權與留置權亦

得類推適用之。抵押權移轉之從屬性有下規定。      

（一）抵押權不得由債權分離而單獨讓與 

抵押權從屬於主債權，10須隨同主債權之讓與而移轉於受讓人

（78 年度台上字第 944 號判決）。此為抵押權從屬性當然之結果，

亦即。  

1、抵押權人不得以抵押權單獨讓與於人，而自保留其債權 

如此的抵押權讓與行為無效，由於無法登記擔保債權，因此不

可能去登記這樣的抵押權。 

2、抵押權人不得以其債權單獨讓與於人，而自保留其抵押權 

                                                 
9 太田知行編（1993），《民事法學の新展開－鈴木祿彌教授古稀紀念》，頁 39，東京：有斐

閣。 
10 如當事人於設定抵押權時約定，抵押權人讓與債權時，抵押全部隨同移轉者，其約定如

經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 111 條之 1 條），視為抵押權係約定消滅事由發生，自不得認為

隨同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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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抵 押權人保留 抵押權而單 獨讓與其債 權者，李肇 偉教授認

為，其讓與行為即僅為讓與普通債權（即無抵押權擔保債權）。本

文則認為，雖然抵押權人有保留其抵押權之意思，然而該意思無法

律上之效力，因此此種情形，抵押權仍隨同債權共同被讓與。  

3、抵押權人不得以債權與抵押權分別讓與於二人 

若抵 押權人將抵 押權及其債 權分別讓與 兩人，李肇 偉教授認

為，其讓與抵押權之行為應為無效（也不可能登記），其讓與債權

之行為則僅為讓與普通債權也。本文則認為，讓與抵押權的行為無

效；如為債權讓與時，明白表示僅以債權讓與，不及於抵押權，應

該儘速將抵押權與以塗銷，否則受讓人似可據民法第 295 條第 1 項

本文：「讓與債權時，該債權之擔保及其他從屬之權利，隨同移轉

於受讓人。」主張抵押權應隨同債權移轉給債權之受讓人，並主張

其係依據民法第 759 條之規範，僅尚未登記，不得處分其抵押權，

而非未取得抵押權。11 

                                                 
11 抵押權隨同債權一併移轉時，債權受讓人於何時取得抵押權？有下列兩說之區別： 

（1）依據民法第 758 條以登記為生效要件：姚瑞光教授認為，抵押權得連同債權而為讓與，

受讓人即因而取得抵押權。但非經登記，不生效力。又因抵押權為從屬於債權之權利，

故讓與有抵押權擔保之債權時，縱未載明連同抵押權一併讓與，依民法第 295 條第 1 項

之規定，受讓人亦隨同取得抵押權。惟仍須經登記，始生取得抵押權之效力（民法第 758

條）。（姚瑞光（1975），《民法物權論》，第 4 版，頁 350，台北：大中國。） 

（2）依據第 295 條，登記前（債權移轉時）即取得抵押權：最高法院 91 年度台抗字第 588

號判決：「讓與之債權附有不動產抵押權者，依民法第二百九十五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該

抵押權於債權讓與時，隨同移轉於債權受讓人，受讓人於抵押權變更登記前，即取得該

不動產抵押權，不受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條規定之限制。惟此項依法律直接之規定而取得

之不動產物權，其情形與第七百五十九條所規定者無異，依該條規定，非經登記不得處

分。而拍賣抵押物，足以發生抵押權變動之效力，抵押權人為實行其抵押權，聲請法院

拍賣抵押物，自屬抵押權處分行為。是債權受讓人因受讓債權而取得其附隨之不動產抵

押權者，非經登記不得實行抵押權，聲請法院拍賣抵押物。」謝哲勝教授對於民法第 758

條批判，其認為：「就法律行為或法律關係為公示，都只是為了保護交易安全的手段，不

得將手段與目的－權利本身混淆，而且只有在公示所可節省的交易成本低於公示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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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抵押權不得由債權分離為其他債權之擔保 

抵押權雖為財產權，然不得脫離原債權而僅以抵押權為他債權

之擔保。如抵押權人對於第三人負有債務，而與該第三人設定擔保

契約時，應連同債權設定之，此際即成立權利質權，而非抵押權之

轉押。  

此外，凡以債權為擔保者，似抵押權亦包括之，惟法律僅限制

專以抵押權為擔保標的，非謂以債權供擔保時，須附以抵押權，故

若僅以債權供擔保，而使抵押權歸於消滅，自無不可。12 

三、抵押權消滅之從屬性 

抵押權為債權之從物權，以債權之存在為前提，債權若已全部

消滅，抵押權自當然消滅。所謂債權已全部消滅，不分其為全部受

償或全部拋棄均屬之。惟債權若僅消滅一部分時，抵押權則依舊存

在，不生一部分消滅。因抵押權所擔保者，以整個抵押權擔保全部

債權及其從屬權利，債權既未全部消滅抵押權自不消滅也。至若債

權於消滅時效完成時，只債務人得拒絕債權人之給付請求，債權之

請求權既不消滅，債權本身自不消滅，抵押權當然不消滅。13 

1999 年 5 月民法修正草案原於第 860 條之 2 增訂抵押權約定有

存續期間效力規定謂：「抵押權約定有存續期間者，其存續期間之

                                                                                                          
本，才有必要公示，公示的效力以採對抗效力為宜，公示的方法則視不同的法律行為可

以有不同的公示方法。物權是真正的權利，只有在保護交易安全的必要限度內剝奪真正

的權利即可，因此，本質上的物權，未經法定方法公示，仍為物權，只是不得對抗善意

且無過失的第三人；非本質上的物權，本質上既然只有對人的權利，因此非經法定方法

公示，不得對抗第三人。」（謝哲勝（2003），〈物權的公示－兼評台灣民法物權編相關修

正條文〉，《月旦民商法》，第 2 期， 頁 16。）依據謝哲勝教授對於民法第 758 條之批判，

似得為採取本說之依據。 
12 曹傑（1967），《中國民法物權論》，第 2 版，頁 191，台北：台灣商務印書館。 
13 李肇偉（1977），《民法物權》，第 4 版，頁 436，台北：作者自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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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無效。」蓋抵押權之目的存在於擔保債務之清償，且從屬於該

擔保債權而存在，因此抵押權於該債權消滅時，始歸於消滅，其本

身實無存續期間可言，故如當事人間有存續期間之約定者，該約定

應屬無效。惟此部分是否有修正之必要，不無值得斟酌之餘地，蓋

抵押權從屬性已漸緩和，且同屬具有從屬性之保證契約亦且可定有

期限（民法第 752 條、民法第 755 條），如規定抵押權不得約定存

續期間，顯欠缺合理。2006 年月 3 日行政院會議所通過之修正草案

即不採取上開草案見解，將該條刪除。14 

參、抵押權從屬性之突破 

抵押權從屬於債權，因此無法自債權獨立而存在，其僅有從物

權的地位。由於抵押權為擔保債權，因此債權不存在則抵押權不能

單獨存在，然而，為了經濟上之必要，不能不考慮為將來之債權成

立擔保物權，此外，在外國立法例上，亦有將抵押權解釋為非從屬

於債權而為獨立的價值權。抵押權的從屬性強弱決定了抵押權的流

通性強弱，當抵押權從屬性較強時，她只能作為債權的附庸，隨債

權的移轉而移轉，其自身做為價值權並無流通的價值。當抵押權作

為不動產的交換價值之作用被凸顯時，便具有相對的獨立流通價

值。15為賦予擔保物權有新的意義，如抵押權、質權等約定擔保，應

從各種方面盡可能緩和抵押權從屬性，16以擴大擔保物權的利用效

能。  

                                                 
14 陳榮隆（2007），〈擔保物權新修正評析專題研究系列之一新民法擔保物權修正草案總

覽〉，《月旦法學雜誌》，第 141 期，頁 214。 
15 費安玲（2003），《比較擔保法－以德國、法國、瑞士、義大利、英國和中國擔保法為研

究對象》，第 1 版，頁 170，北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6 法曹會（1981），《物権法（上）》，第 2 版，頁 155，東京：財團法人法曹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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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注意者，將抵押權視為「獨立之價值權」，17與抵押權為「價

值權」、「變價權」、「換價權」18之意義並不相同，雖然兩者均指

抵押權對於抵押標的物交換價值之掌握，然而前者跳脫抵押權從屬

性，單純的將抵押權視為交換價值，而後者常用於實行抵押權時，

將抵押物變價藉以獲償之意。19 

一、抵押權成立之從屬性之突破 

被稱為「抵押權成立之從屬性」之抵押權性質，依其強弱有各

種意義，然而其最低限度的內容，為抵押權為擔保債權而存在。由

                                                 
17 謝在全教授道：「擔保物權為價值權，以優先支配標的物之交換價值為其主要內容。而實

現其支配之交換價值，俾達優先受償目的之手段，則為對標的物交換價值之價值權能，

即得直接將標的物之交換價值，變換為價金或其他足使債權獲得滿足之某種價值，使擔

保債權優先受償，視為價值權。學者稱擔保物權上述特質，謂之價值權性。」（謝在全，

同前註 8，頁 353。）擔保物權為價值權，然而如無跳脫從屬性，則非為「獨立之價值權」，

兩者不可不辨。 
18 日本於平成 16 年法律 147 號修正民法物權編部分，內容有滌除權之廢除、短期借貸之廢

止、抵押原併付拍賣之擴張、抵押標的管理制度、不動產流通與權利實現管道之暢通。（小

林明彥，2001 年，〈抵当制度見直しの方向性〉，《ジュリスド》，第 1212 期，頁 2-4。）

內容均予抵押權價值權之保護有關，此般一面倒向抵押權人的修法，來自於泡沫經濟後，

寄望金融機構得因民法物權之修改，順利處理不良債權。主要論點有三（1）強化抵押權

制度債權回收手段。（2）在債務人營業可能維持之限度內保持其營業維持機能。（3）抵

押權與利用權之調整。（4）抵押權效力所及範圍之明確化。（大島和夫，2004 年，〈抵当

制度をめぐる立法と判例〉，《法律時報》，第 74 卷，第 2 號，頁 72-76。）無論是哪一點，

均與不良債權處理、經濟再生、排除抵押權實行之妨礙及不動產執行的圓滑化與迅速化

有關。伊藤進教授更認為，本次日本民法之修改，改變了抵押權僅為價值權的本質。（伊

藤進（2002），〈抵当制度見直しと抵当権法理〉，《ジュリスト》，第 1218 期，頁 120。） 
19 謝在全教授道：「民法第 860 條對於抵押權定義之規定：「抵押權係抵押權人就債務人或

第三人不移轉占有而供權擔保之不動產，就其賣得之價金優先受清償之權。」可知抵押

權係不移轉標的物之占有，為非占有擔保物權，抵押權係以優先清償效力之擔保作用做

為其中心而構成之，於擔保債權不受清償時，抵押權人得實行抵押權，依換價程序處分

抵押物，就其賣得之價金優先清償所擔保之債權，故抵押權人所支配者，乃抵押物之交

換價值。」此交換價值即價值權之意，非獨立之價值權也。（謝在全（2001），〈抵押權物

上請求權之研究─民法物權修正草案評議〉，《台灣本土法學》，第 22 期，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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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抵押權本身的效力，所謂優先清償效力，意味著抵押權所保護之

優先清償債權當然應存在，如此一來，即使認為抵押權具有強大獨

立性的德國民法，還是認為從屬性是抵押權本質上的屬性。而與債

權完全無關、即無從屬性之不動產擔保，如德國民法土地債務，則

不將債權擔保觀念導入，而純粹地以土地本身之負擔，作為與抵押

權為區別之類型。換言之，若完全否定從屬性，則抵押權之權利性

質即完全變更。20然而，若堅持最高標準的抵押權成立之從屬性，又

不利於社會經濟之發展，且有時未必符合交易習慣，因此，抵押權

發生之從屬性，在解釋上，有日漸舒緩之趨勢。  

在抵押權成立之從屬性突破之部分，本文首先論述在我國為將

來債權擔保之普通抵權，在此部分我們可以看到對於將來債權解釋

日益寬鬆之跡象；其後簡單介紹法國法關於抵押權從屬性之部分，

在此可看得出我國對於將來債權之解釋與法國法有日漸趨近的情

形；之後談論德國流通抵押，在德國有流通抵押與保全抵押，保全

抵押與在從屬性方面與我國普通抵押權相同，而較保全抵押跳脫抵

押權成立之從屬性者為流通抵押，更有甚者，在德國更有土地債務

與所有人抵押，在此部分，更是完全棄置抵押權發生之從屬性。以

下分段介紹之。  

（一）為將來債權擔保之普通抵押權 

由於抵押權以確保債權之履行為其唯一目的，因此有為將來債

權擔保設定抵押權的可能。21依據林誠二教授之見解，將來債權之類

型，可按以下之情形為數類。22 

                                                 
20 柚木馨、谷口知平、加藤一郎主編（1970），《判例演習(物権法) 》，頁 60，東京：有斐

閣。 
21 法學書院（1983），《模範答案集 3 民法總則.物権法.担保物権法》，第 40 版，頁 231，東

京：法學書院。 
22 林誠二（2007），〈將來債權讓與之效力〉，《月旦法學教室》，第 57 期，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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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發生債權之基礎法律關係已存在，須依未來特定事實發

生者：例如合夥人得請求剩餘財產分配之債權、保證人得對債務人

主張之求償債權，雖合夥契約、保證契約成立，但合夥解散、保證

人尚未履行保證責任等事實尚未發生，故屬將來之債權。  

其二、發生債權之法律關係不存在，惟債之成立要件已部分存

在者：例如他方已陷於給付遲延或給付不能，當事人將來行使撤回

權或解除權後，即得主張不當得利或回復原狀而請求返還之債權。  

其三、發生債權之法律關係不存在，惟將來有可能發生者：例

如當事人雖已洽談租屋事宜，但尚未訂定租賃契約，將來訂約後即

可產生之租金債權。  

王文宇教授認為將來之債權，尚包括附始期債權以及附停止條

件債權，23謝在全教授24把將來債權更加以細緻劃分，圖表如下。  

 

圖表：將來債權  

 
尚未發生之債權，基礎法律關係    ○   1、附始期之債權 

                                  2、附停止條件之債權 
                                  3、待某情事發生，即可發生之債權 
                                      （同上述類型 1、2） 
                              × （同上述 3） 

 事實基礎存在    ○：如基於現有商業經營

可 能 發 生 之 價 金 請

求權 
                                             ×：如退休後將寫回憶錄

出 售 於 出 版 公 司 所

能 獲 得 之 價 款 請 求

權 

                                                 
23 王文宇（2003），《民法理論與經濟分析（二）》，頁 242，台北：元照。 
24 謝在全（2007），〈債權質權之展望─上〉，《司法周刊》，第 1336 期，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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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承認為將來之債權設定抵押權？由於德國民法承認抵押權

之獨立性，因此採取肯定的見解，其民法第 1113 條第 2 項規定：「抵

押權亦得為將來或附條件之債權而設定之。」若允許將來債權作為

擔保債權，則產生抵押權設定時，抵押權人非債權人的現象。然而

我國民法上的抵押權以遵守從屬性為原則，如果嚴格適用從屬性原

則，則答案應為否定。我國學說25和最高法院判決26對於為將來債權

擔保設定抵押權，採取肯定的見解，這裡所謂將來之債權，並非泛

指一切將來之債權，而是限於將來有發生債權之可能者而言（瑞士

                                                 
25 為將來發生之債權，能否設定質權或抵押權？為學者所爭執之問題。日本民法以無直接

之一般規定，有主張有效者，有主張無效者，其主張有效之學說，亦不一致，茲臚列各

家學說，以為參考： 

（1）無效說：以違反擔保物權從屬性，認為無效。 

（2）有效說：A、附停止條件債務擔保說：認為擔保的「將來債權」即為附停止條件債權，

在信用契約的情形，當事人借貸關係成立時（要物性達成時），條件成就，主債權與擔保

物權併同發生。如為質權，則設定當時即應移轉占有，如為抵押權，須為登記，而條件

成就時，前之擔保即移為後之擔保。（曹傑，同前註 12，頁 228）B、附停止條件擔保設

定說：認為為將來債權擔保的抵押，係以將來債權之發生為停止條件而設定的契約。C、

信用債務擔保說：此說認為，貸方應於相對人之請求，負擔貸與金錢之義務，同時相對

人對之負擔此信用債務即借受的義務。D、將來債務擔保說：認為抵押權固為從權利，

僅應為謂某債權而存在，不得獨立存在而已，非有在主債權發生前不得設定之意義。（曹

傑，同前註 12，頁 228-229。） 
26 最高法院 94 年度台上字第 112 號判決：「抵押權為從物權，以其擔保之債權存在為發生

之要件，契約當事人間除以債權之發生為停止條件，或約定就將來應發生之債權而設定

外，若所擔保之債權不存在，縱為抵押權之設定登記，仍難認其抵押權業已成立，乃抵

押權成立上（成立上）之從屬性，固與民法第八百七十條規定之移轉上從屬性有別，惟

兩者關於抵押權與主債權不可分之從屬特性，則無二致。」最高法院 91 年度台上字第

1955 號判決：「抵押權係支配標的物交換價值之價值權，與用益物權係支配標的物用益

價值之用益權，係立於同等之地位。用益物權既為獨立物權，為使抵押權能發揮媒介投

資手段之社會作用，已無斷然否認其亦具有獨立性之必要，是以對抵押權從屬性之解釋

不妨從寬。蓋設定抵押權之目的係在擔保債權之清償，則只須將來實行抵押權時有被擔

保之債權存在即為已足，故契約當事人如訂立以將來可發生之債權為被擔保債權，亦即

其債權之發生雖屬於將來，但其數額已經預定者，此種抵押權在債權發生前亦得有效設

立及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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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 824 條第 1 項），與附條件之債權之期待權不同。27所以，我

們可以說，我國學說和實務上，抵押權為了將來債權擔保而設定者，

僅緩和了抵押權的從屬性，不能因此遽認為我國的抵押權具有獨立

價值。  

為將來債權擔保而設定抵押權可見於為保證人求償權而設之抵

押權，28此外，主要可見於向銀行借款為消費借貸的情形。在一般與

銀行交易的狀況下，以不動產為擔保而為消費借貸時，通常先作成

消費借貸契約預約，依據該契約進而為抵押權的設定書面契約（物

權契約）與登記，之後再由銀行將借款交付給債務人。由於消費借

貸為要物契約，在抵押權從屬性的要求下，該消費借貸契約尚未成

立，因而抵押權的設定應被解釋為無效。然而這樣的結果，將使金

融交易受到阻礙。日本為了認可銀行此種交易的習慣，因而有幾個

重要判例產生。  

其一，並無法律規定禁止金額交付前不得設定抵押權（大判明

38.12.6）。其二，如有消費借貸之意思表示，由於消費借貸的構成

部分已一部成立，以該消費借貸為擔保債權而設定的抵押權應為有

效（大判大 2.5.8）。其三，抵押權的設定與金錢的交付，即使相隔

三、四個月，抵押權之設定亦為有效（大判昭 5.11.19、大判昭 6.7.1）。

其四，約定 4000 元的借款，其中交付了 2000 元，剩餘的 2000 元的

借款約定將來交付，抵押權的設定亦為有效（大判昭 7.6.1）。其五，

為了擔保將來債權，而在抵押權設定登記時以既存的債權為名者，

此登記仍為有效（最判昭 33.5.9）。  

學者認為，第一個判例流於形式、而第二到第四判例則產生抵

押權的設定與金錢給與之時間如果拖得過長時，該見解是否妥當的

                                                 
27 楊與齡，同前註 4，頁 165。 
28 川井健（1980），《担保物権法》，頁 37，東京：青林書院。 



高大法學論叢 第 6 卷．第 1 期 

 

16 

問題。有學者進一步的認為，只要緩和抵押權的從屬性，在從屬性

要求的最小限度內，也就是取得交換價值（抵押權實行變價時），

債權存在即可。29 

不過，最高法院 80 年度台上字第 1552 號判決認為：「將來債

權祗要具有讓與及換價之可能者，亦得為權利質權之標的物。永豐

公司係以其將來可以取回之擔保金權利作為質權之標的物，此項權

利性質上非不可讓與（受擔保利益人取償後之擔保金餘額，應返還

於擔保金提供人），法律又無明文禁止扣押，自得為權利質權之標

的物。」我國最高法院民事庭所製作具有參考價值之判決要旨第  235 

頁所載 91 年度台上第 1955 號判決，30將「數額經預定」為將來債權

的要件之一。  

歸納整理，在我國得為抵押權所擔保的將來債權，須有以下條

件：（1）將來有發生的可能。（2）數額經預定。綜合前述（1）、

（2）觀之，債權人與債務人已特定。因此，允許為將來債權設定抵

押權，只是緩和抵押權的從屬性，並非滅棄之，亦非從根本的否定

之，如果擔保債權無效或是不存在，在抵押權變價時無債權存在，

抵押權還是依其從屬性一同無效、不成立。  

學者朱柏松教授對於要件（1）、（2）有更寬鬆的見解，他認

為：「如嚴格認定抵押權係擔保債務之清償而設定的擔保物權，而

                                                 
29 奧田昌道等 7 人編輯，同前註 6，頁 64。 
30 最高法院 91 年台上字第 1955 號判決：「…抵押權係支配標的物交換價值之價值權，與用

益物權係支配標的物用益價值之用益權，係立於同等之地位。用益物權既為獨立物權，

為使抵押權能發揮媒介投資手段之社會作用，已無斷然否認其亦具有獨立性之必要，是

以對抵押權從屬性不妨從寬。蓋設定抵押權之目的係在擔保債權之清償，則只需將來實

行抵押權時有被擔保債權之存在即為以足，故契約當事人如訂立已將來可發生之債權為

被擔保債權，亦即其債權之發生雖屬將來，然其數額已經預定者，此種抵押權在債權發

生前亦得有效設立及登記，易言之，抵押權惟有在依當事人合意之內容及登記上之記載

無從特定其擔保債權之範圍，或其所擔保之債權有無效、不成立、被撤銷或依其情形無

可發生可能時，使得謂違反抵押權設定之從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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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義地主張抵押權在發生之從屬性，則一旦債權於設定抵押權時，

尚未發生或雖發生但未確定其抵押額者，皆因以之為債權並未存

在，抵押權亦未具有被加以擔保之對象，其抵押權自應被論斷為無

效，既即使該抵押權業經登記者亦然。然者，吾人以為抵押權只是

對於特定不動產取得交換價值的物權，抵押權之目的只是透過不動

產既有的市場價值，去確保一定債務之清償，因此，只要在債權屆

期債務人尚無法對債權人履行給付義務，而債權人得就抵押標的物

加以拍賣執行以獲得清償者，抵押權之目的即可因而達成，而且，

抵押權之所以發揮交換價值的效能與作用，亦即在於抵押權具有一

定時間上之柔軟性及彈性，因此，基於使抵押權能更發揮創造貨幣

以達到對於急需金錢之人進行融資之目的，吾人以為，所謂抵押權

擔保債權在成立之從屬性，應採從寬認定之主張。亦即，在抵押權

成立之時發生確定債權之原因事實存在，即應可被認定已具成立上

之從屬，而宜使抵押權發生效力。惟如抵押權在實行時，現實之債

權仍未存在時，仍應以該抵押權並未有足資擔保之標的，而與債務

人業已對債權人履行其債務，而被論之以債權已消滅，而應容由抵

押人為塗銷抵押權之登記。」31朱教授認「抵押權成立之時發生確定

債權之原因事實存在」即可認為抵押權有成立上之從屬，較上述判

決之觀點為緩和，實值贊同，謝在全教授舉某工廠因廢棄廢水，可

能對鄰地造成污染而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即為此例。32 

至於為將來債權擔保設定之抵押權與最高限額抵押權究竟有何

不同？本文認為，前者在擔保債權非單一時，事實上與最高限額抵

押權趨近相同，舉上述工廠因廢棄廢水，可能對鄰地造成污染而生

之損害賠償請求權為例，（1）工廠尚未蓋好，此時由於「確定債權

之原因事實」尚未存在，因此僅能成立最高限額抵押權。（2）工廠

                                                 
31 朱柏松（2005），〈論不同抵押權之效力〉，《月旦法學雜誌》，第 124 期，頁 180-181。 
32 謝在全，同前註 8，頁 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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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好，此時對於排放廢水可能造成之損害，得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

以為擔保，或設定為將來債權擔保之抵押權，這是由於普通抵押權

不以擔保單一債權為必要，而是得以擔保複數債權。不過，為將來

債權擔保之抵押權且擔保債權可能為複數的情形，其與最高限額抵

押權近似之處，主要在於其要件「抵押權成立之時發生確定債權之

原因事實存在」與最高限額抵押權「基礎法律關係所限定之一定範

圍內之不特定債權」在此情形有重疊之處，不過既然設定的是為將

來債權擔保之普通抵押權，則必須登記擔保債權額，而非最高限額；

其所登記者僅為普通抵押權，雖然此種普通抵押權近似最高限額抵

押權，不過只有在擔保債權可新陳代謝這一點比較相同，而最高限

額抵押權之規定，應無法適用。33 

（二）法國法制關於抵押權成立之從屬性之緩和 

根據法國民法第 2114 條，為債務之履行而在不動產上存在抵押

權，是為抵押權成立上從屬性之規定。這個從屬性的完整性，在法

國民法典採用法定抵押權（和我國的意義不同）時即被破壞。例如，

舉妻子的法定抵押權為例，雖說其被擔保債權為妻基於妻之資格對

於夫得取得之債權，然而這完全是未必的存在，也許是將來不發生

的不完全權利。此般的抵押權存在，當然地使特定抵押權成立之從

                                                 
33 本文認為，此種抵押權定義係民法第 860 條，而非民法第 881 條之 1，擔保債權範圍係

民法第 861 條（只不過擔保債權可能為複數）而非民法第 881 條之 2，不可能有民法第

881 條之 3 之約定變更，這是因為普通抵押權從屬性較最高限額抵押權為嚴格；其所登

記者為擔保債權清償期之登記，而非民法第 881 條之 4 確定期日之登記；因此更無民法

第 881 條之 5 未約定確定期日之問題，其債權移轉之從屬性適用民法第 870 條而非民法

第 881 條之 6，因此亦無民法第 881 條之 8 讓與之適用，然而民法第 881 條之 9 似有類

推適用之可能，民法第 881 條之 10 則由於已有原債權確定日期之登記，故無法類推適用。

民法第 881 條之 11、第 881 條之 12、民法第 881 條之 14 涉及最高限額抵押權原債權確

定確定事由，無適用之餘地；民法第 881 條之 15 則有類推適用之可能，民法第 881 條之

16、民法第 881 條之 17 則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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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產生緩和。再加上法國民法第 2148 條第 3 項第 4 款關於登記事

項，包括未必的債權、附條件債權，抵押權得為擔保這樣的債權而

存在，換言之，未必的債權、附條件的債權得設定抵押權並且登記，

且以登記之日為其次序保全之日。34本文認為，在我國學者將抵押權

成立之從屬性解釋為「抵押權成立之時發生確定債權之原因事實存

在」即足當之，與法國法制欲趨近也。  

（三）德國法制關於抵押權成立之從屬性之緩和 

在德國法制上，有所謂的「土地擔保權」，其為”自土地支付特

定金額”法律制度的總稱，是為土地上之非占有擔保權，而有物權之

換價權、優先權之性質。土地擔保，在德國民法有抵押權、土地債

務與所有人抵押，35效能上為物的負擔制度，其中抵押權與土地債務

基本的不同點在於被擔保債權存在與否，亦即成立上之從屬性的有

無。36二者均值得於談論抵押權成立之從屬性突破時探討。  

1.流通抵押（與保全抵押） 

抵押權是擔保物權的一種，擔保物權為對於物之交換價值直接

的排他權利。37流通抵押（Verkehrshypothek）亦為抵押權（流通抵

押＝普通抵押權），是以為保全被担保債權而在土地上設定之抵押

權，且為使投下之資本易於回收而以確保抵押權担保債權流通性為

                                                 
34 高木多喜男（1980），《金融取引と担保》，頁 111，東京：有斐閣。 
35 

流通抵押、土地債務與所有人抵押有可互換之情形，如德國民法第 1177 條規定：「抵押

權和所有權同歸於一人，但債權並不歸於所有人時，其抵押權成為土地債務。附利息、

利率、支付日期、預告解約通知和支付地點等事項，依債權之各項規定確定之。以混同

為限，債權屬於土地所有人時，所有人依抵押權之權利，以所有人之土地債務規定確定

之。」德國民法第 1198 條規定：「抵押權得變更為土地債務，土地債務得變更為抵押權。

前述情況不需要得到同次序或後次序抵押權人之同意。」 
36 伊藤進（1994），《物的担保論》，頁 90，東京：信山社。 
37 船越隆司（2004），《担保物権法【第 3 版】》，第 3 版，頁 13，東京：尚學社。 



高大法學論叢 第 6 卷．第 1 期 

 

20 

目的而設計，為此，抵押權之公信力及於債權，而認可債權之善意

取得（德國民法第 1138 條：「依第 891 條至第 899 條規定，債權之

抗辯和所有人依第 1137 條規定之抗辯，亦適用於抵押權。」）。38蓋

近代的抵押權論，在近代法上的抵押權由於資本主義之發展，由履

行債務為目的的保全抵押，朝向把握交換價值，於金融交易市場流

通，成為投資人投資媒介的流通抵押，因此，我們得以流通抵押認

為，近代抵押權之本質為獨立之價值權。39 

近代的抵押權之特質，是為抵押權的流通，這是為了達成使投

下之資本流動的要求。德國民法為了流通抵押，遵循了下列原則。  

（1）不動產登記公示原則與抵押標的物特定原則：不動產登記

公示原則與抵押標的物特定原則乃流通抵押的基本前提要件。  

（2）抵押權獨立性原則：將抵押權自從屬於擔保債權的地位解

放出來，給予她獨立的交換價值地位。以確保抵押權的流通性。換

言之，即使被擔保債權有不成立、消滅等等瑕疵，也不影響抵押權

的成立、存續。  

（3）公信原則：登記的公信力，是抵押權流通的不可欠缺的要

素。依據此原則，信賴登記而被讓與抵押權者，即使抵押權本身具

有瑕疵，或者被擔保債權具有瑕疵，受讓人均不受影響，而可取得

完全的抵押權。  

（4）次序確定原則：先次序的抵押權消滅，後次序的抵押權次

序不受影響。依據德國立法例，抵押權並不僅只是擔保債權的制度，

而是可使債務人資金調度容易的投資對象，40藉由次序確定原則，得

                                                 
38 伊藤進，同前註 36，頁 94。 
39 星野英一編（1984），《民法講座第 3 卷物権(2)》，頁 77，東京：有斐閣。 
40 淡路剛久、鎌田薰、原田純孝、生熊長幸（1989），《民法Ⅱ物権》，頁 269，東京：有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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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進抵押權的流通性，就是使所謂的擔保債權交替自由變為可

能。依據本原則，才有承認所有人抵押、所有人土地債務的可能。

依據我國民法，採取次序升進主義，先次序的抵押權消滅，後次序

抵押權的次序升進，41結果，對於升進的後次序抵押權人而言，擔保

價值大增、對於利息等等的擔保非常有利。相對的，由於這樣，不

認可所有人抵押，因此抵押人不得再次利用消滅的先次序抵押權，

故對之較為不利。42 

流通抵押之意義及特性 

流通抵押，乃承認債權有登記簿之公信力及推定力之抵押權。

流通抵押的特性在於，其登記之公信力非常強大。流通抵押配合所

有人抵押，其設定可以有債權，就是所有人抵押；若流通抵押的設

定時無債權，即為所有人土地債務。  

流通抵押強大的登記公信力及推定力，得以讓抵押證券順利推

展，因此流通抵押多為證券抵押（Papierhypothek）。  

                                                                                                          
閣。 

41 在次序升進主義中，後次序抵押權人是否得於訴訟中主張先次序抵押權人債權消滅時

效，而達次序升進之效？關於得主張消滅時效之人，我國民法第 125 條本文規定：「請求

權，因十五年間不行使而消滅。」日本民法第 145 條更明言：「當事人如不主張消滅時效，

法院不得援用之。」得主張請求權消滅時效者應為請求權人當事人，然而日本學者對於

「當事人」之定義則有下列之見解：（1）效果確定說：不問直接、間接，因時效當然在

法律上取得利益者。（柚木馨教授）（2）停止條件說：基於時效直接取得權利或免除義務

者，且包含基於該權利或義務而取得權利者或免除義務者。（我妻榮教授）（3）訴訟法說：

於該當訴訟上請求主張時效而於法律上有利益者。（川島武宜教授）此外最近更有因應問

題者類型而細分之方法（星野英一教授）時效援用者援用時效須其義務得以免除的觀點

而為類型的考察（松久三四彥教授）亦受到矚目。實務上（平成九年（オ）第一七七一

號民集第五十三卷七號一一九○頁。）則採取否定說，認為先次序抵押權消滅時效而使後

次序抵押權配額增加的期待，抵押權次序之升進只不過反射利益而已。（佐久間邦夫，2004

年，〈最高判決所判例解說〉，《法曹時報》，第 53 卷，第 11 號，頁 153-169。） 
42 遠藤浩、川井健、原島重義、広中俊雄、水本浩、山本進一編（1972），《民法(3)担保物

権(改訂版) 》，頁 113，東京：有斐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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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通抵押之設定可以有債權、亦得無債權 

流通抵押可依其於設定當時債權存在與否，有下列分類。  

A、流通抵押得在設定當時，即無債權之存在 

流通抵押，乃承認債權有登記之公信力及推定力之抵押權。亦

即承認無債抵押權也（德國民法第 1138 條）。例如甲將其土地自行

設定抵押權，向登記機關登記，後將登記機關所發給該抵押權證券

讓與乙，縱事實上甲並無借款乙債權，乙仍取得該抵押權，甲仍須

對以履行該抵押證券所載之債務是。此時亦即承認乙之債權有登記

公信力，而推定乙對甲該土地有該抵押證券所載之抵押權也。  

B、流通抵押於設定當時有債權存在，然而該債權因故無效、不成立，亦

不影響流通抵押之效力 

流通抵押最大的特色在於，其登記公信力非常強大。抵押權人

亦得援用登記的公信力（德國民法第 1183 條、第 892 條）。43在擔

保債權成立，然而由於當事人為無行為能力人等原因使抵押權設定

行為而不生效力時，流通抵押保護因信賴登記而受讓抵押權之人。

即使在被擔保債權不成立的情況下，因信賴登記而受讓抵押權之

人，亦得取得抵押權（此時就變成土地債務）。因此流通抵押相較

於保全抵押，從屬性較為緩和，但與不具從屬性的土地債務亦有很

                                                 
43 德國民法 1138 條（以土地登記簿為公認作用）：「依第 891 條至第 899 條規定，債權之抗

辯和所有人依第 1137 條規定之抗辯，亦適用於抵押權。」德國民法第 892 條（土地登記

簿冊之公認作用）：「Ⅰ土地登記簿所為記載內容，對因法律行為取得他項權利或權利上

之權利人，應視為正確；但對其正確性有異議之登記或取得人為惡意者，不在此限。Ⅱ

權利人在處分登入土地登記簿冊之權利時，為特定人之利益受限制者，該項限制在土地

登記簿冊中有明顯記載或為權利人所明知者，對權利人始生效力。如取得權利必須登記，

權利人明知前項事實時間已提出申請登記時間為準，或依第 873 條之規定在協議簽訂後

者，以協議成立時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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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差別。44 

流通抵押以證券抵押為原則、登記抵押為例外 

流通抵押包括證券抵押及登記抵押。證券抵押，乃承認不動產

所有人發行抵押證券，亦即不動產所有人若已為抵押登記時，登記

機關則依職權作成抵押證券，交與該不動產所有人，此時即不動產

所有人自己有其抵押權（所有人抵押，德國民法第 1163 條）；若該

不動產所有人以抵押證券交與其債權人，債權人即取得該抵押權也

（德國民法第 1171 條第 1 項）。在流通抵押為證券抵押時，由於有

強大的公信力，因此抵押權可作成證券進而輾轉流通，若債權移轉

時，抵押證券即應移轉於新債權人（德國民法第 1153 條），故對該

抵押權處分，不以變更登記為必要，而須抵押證券持有人始得為之。 

但流通抵押並不盡然為證券抵押。而是以證券抵押作為原則，

其為登記抵押的情形只不過是例外。換言之，在流通抵押的情形，

原則做成抵押證券，但是例外的，如當事人間有禁止發行證券的合

意且將其登記時，可以不用發行證券。（德國民法第 1116 條與第

1117 條）僅有此種情形下始成立登記抵押。  

相對於流通抵押之保全抵押 

保全抵押（Sicherungshypothek）規定在德國民法第 1184 條，

我們可以把她理解為「為了保全債權而存在的抵押權」，因此她是

以債權存在為前提之抵押權。若債權已成立，且將其抵押權登記者，

受登記之抵押權人即可依登記簿之登記而取得該債權之抵押權；倘

係債權不成立，縱將抵押權登記，抵押人仍可依登記簿以外之資料

證明其債權不成立，受登記之抵押權人即不能取得該抵押權之債

                                                 
44 高木多喜男（1980），〈権の附従性と特定性〉，《金融取引と担保》，頁 106，東京：有斐

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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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45 

德國的抵押權可分為保全抵押與流通抵押，兩者在抵押權本身

因為登記而產生公信力這一點上是相同的。但是即使抵押權經登

記，然而其擔保債權不成立、無效時，兩者的效力則大相逕庭。這

是因為，流通抵押的登記公信力即於被擔保債權，亦即基於流通抵

押之登記公信力，債權得以善意取得，然而保全抵押則不與焉。  

保全抵押的抵押權人，如在該抵押權無得從屬之債權存在時，

不能援用登記的公信力，主張抵押權存在，46因此若被擔保債權如有

瑕疵存在（例如不成立或消滅等等），即使抵押權人因為信賴登記

而受讓抵押權，亦不得取得抵押權。所以保全抵押，只有被擔保債

權存在為前提，才可以援用抵押權登記之公信力。換言之，這種抵

押權被擔保債權是否存在左右其效力。既然如此，為抵押證券的效

力計，保全抵押不宜作成抵押證券，因此德國民法規定保全抵押不

                                                 
45 李肇偉，同前註 13，頁 394。 
46 在我國民法物權編修正草案第 759 條之 1 第 2 項定：「因信賴不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

已依法律行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其變動之效力，不因原登記物權之不實而受影響。」

是為登記之公信力，此規定目的係為確保善意第三人之權益，以維護交易安全（民法物

權編修正草案第 759 條之 1 草案說明），有關登記公信力之問題，我國現行土地法第 43

條原本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力。」惟此一條文，極為抽象，不易理解，

司法院曾以院字第 1919 號解釋及院字第 1956 號解釋闡明其義，認為土地法第 43 條所稱

絕對效力，其範圍僅止於保護信賴利益登記之善意第三人而已，嗣後，最高法院 40 年台

上字第 1892 號判例及 63 年台上字第 1895 號判例亦持相同見解，而民法物權編第 759 條

之第 2 項之規定，因使其法律條文更為明確，可度爭議。（溫豐文（2001），〈論不動產登

記－以探討民法物權編修正草案之規定為主〉，《月旦法學雜誌》，第 68 期，頁 120。）

在受讓與債權與抵押權且經登記時，如該債權不存在等情形，本文認為，由於抵押權成

立之從屬性的要求，無債權即無抵押權存在，即使受讓人主張其係信賴抵押權登記之善

意第三人，且已依法律行為為抵押權變動之登記，即使他因抵押權變動登記取得該抵押

權，然而其所取得之債權根本不存在，併同取得之抵押權根本無債權得從屬而不存在，

故其取得者是一個空的抵押權。換言之，依據本文之見解，即使其主張物權編修正草案

第 759 條之 1 第 2 項，進而取得抵押權，然而該抵押權根本無換價（變價）可能性，其

主張似乎並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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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交付抵押權證書（德國民法第 1185 條），及無法以之作成抵押證

券，所以保全抵押一定是登記抵押。  

日本民法和我國一樣，近於保全抵押。47在判例上，曾出現抵押

人主張銀行行員借貸無效，因而抵押權實行無效，關於此法院認為

抵押權效力應及於不當得利返還請求權，且此主張違反誠信原則，

故不承認其主張。在如此的情形下，消費借貸契約雖不成立，但以

有可替代的債權為限，仍然認可抵押權的存在，嚴格來說，可以解

釋為抵押權人與債權人分離的一個情形吧？48 

2、土地債務 

德國民法第 1191 條第 1 項規定：「土地，得設定負擔向受益人

就土地支付一定金額之方法設定負擔（土地債務）。」作為一種典

型的物權價值權，土地債務就是直接從土地取得價值的權利。但是

由於土地債務並不以擔保某個債權為前提條件，故這種權利只能是

價值權，而不必一定是求償權。49土地債務與普通抵押權最大的不同

在於，土地債務的成立不以債權成立為前提。50成立土地債務，債權

可以成立或未成立，因此學者有將德國土地債務與德國證券抵押並

稱為無債抵押者。51當然，土地債務的成立不須以債權存在為前提，

但亦有為擔保債權而設定的土地債務。而且，除了不以債權存在為

前提這一點以外，土地債務與保全抵押均以不動產為標的之擔保。

                                                 
47 我國民法之抵押制度採取保全抵押之原因者，主要乃基於立法當時之社會經濟情形，以

及仿效日本立法所致。因當時的社會對於民間金融之資本形成並不敢到那麼的須要，故

當時之立法者為以消費金融手段規定抵押制度，此乃今日之保全抵押制度。（劉得寬，同

前註 2，頁 599。） 
48 奧田昌道等 7 人編輯，同前註 6，頁 63。 
49 孫憲忠（1999），《德國物權法》，頁 303，台北：五南。 
50 德國民法第 1192 條第 1 項規定：「以抵押權之規定沒規定土地債務不以債務存在為要件

者為限，土地債務準用抵押權之規定。」 
51 李肇偉，同前註 13，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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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債務權利人不一定是債權人，當其成為債權人時，也就是土地

債務擔保債權時，土地債務完全等同抵押權的性質並適用其規則。52

換言之，土地債務有轉換為抵押權之可能性。  

3、所有人抵押（與所有人土地債務） 

德國民法第 1163 條規定：「為債權設定抵押權而該債權未能成

立時，抵押權屬於所有人。債權消滅時，所有人取得抵押權。不免

除交付抵押權證書之抵押權，在證書移轉於債權人前，屬於所有人。」

為所有人抵押（Eigentümershypothek）之規定。所有人抵押打破抵

押權從屬性，陳棋炎教授將所有人抵押法律構成之學說整理如下。  

（1）對己物之權利說：所有權人由其權利所分離的東西，不問

是他物權或對自己之物之權利，皆有其獨立的固有價值，如果為所

有權人自己，而一旦由所有權產生這一固有價值時，自可以此價值

為對自己之物之權利，而由所有權保證人有之。本說又可分為（1）

抵押權說：所有人抵押是真正的抵押權，而為物的負擔之源起。（2）

土地債務說：此說並不從所有人抵押之本質來討論其構成，反而僅

以成文法上規定為根據，而主張所有人抵押為土地債務。（3）對將

來債權之抵押權說：所有人抵押，是為將來債權或為債權人所成立

之抵押權。惟因誰會成為債權人並不確定，所以暫時以所有權人名

義而為抵押權之登記而已。至於誰會成為債權人，則應由所有權人

決定。  

（2）次序保留說：所有人抵押，只不過是為所有人利益而在登

記簿上所表現之一種形式，即為取得該土地之將來信用，而保留於

所有權人之優先次序（即空白擔保）而耳。  

                                                 
52 孫憲忠，同前註 49，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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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價值分割說：所有人抵押乃優先的取得權之一種，可使所

有權人取得抵押物價值之一部，換言之，所有權人的權能，以抵押

權的形式來表現其獨立的存在，從而所有人抵押其實是所有權之顯

現，只不過所有權的權能披著擔保權之衣裳，而以擔保權之形式有

其獨立的存在而耳。故所有人抵押並不是擔保權，就形式的權利型

態而言，所有人抵押可為擔保權，但其實質卻屬由所有權引導出來

的獨立價值取得權。  

（4）所有權之積極的效力說：各種權利之效力可分為積極的效

力與消極的效力。權利之積極效力云者，係指能夠使權利人擁有其

利益之法律地位之謂；反之，消極效力云者，係指權利主體一時的

有所欠缺時，亦能夠使權利客體受到與積極效力下所受同一之拘束

者，權利之積極效力設使一時有所欠缺，其積極係利益仍應有其存

在之可能。權利如僅有積極效力時，該權利固無通常狀態下之利益，

但因可以隨時插進權利主體，而使其成為客觀的權利，而且適時因

該權利客體已受拘束，故其會成為完全權利之可能性，亦自受到法

律之保障。所有人抵押，是屬於權利之消極的效力之一表現。  

（5）所有權說：本說為多數說。所有人抵押在實體法上之本質，

並不是抵押權，又不是土地債務，更不是登記簿上的空白擔保。反

之，所有人抵押，是對後次序抵押權有排他的權能之特種形式之所

有權，她並不是對自己土地之負擔，卻仍是對自己土地之無限制的

所有權之一表現。53 

本文認為，所有人本來即有標的物的使用、收益以及價值權，

所有人抵押只不過是價值權的表現，從所有權說與價值分割說。所

有人抵押可分為與債權相伴的廣義所有人抵押和不與債權相伴的狹

                                                 
53 

陳棋炎（1984），〈關於所有權人抵押本質之研究〉，鄭玉波主編，《民法物權論文選輯

（下）》，頁 699～703，台北：五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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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所有人土地債務（Eigentümersgrundschuld）。換言之，沒有債權

的所有人抵押是所有人土地債務，有債權的所有人抵押就是所有人

抵押。在債權不成立的情形，所有人土地債務仍能成立，而且，在

債權由於無效或取消因此不成立的情形，雖然抵押權總是因此不成

立，然而所有人土地債務則恆常地成立。54 

所有人抵押規定在德國民法第 1163 條，以債權存在為前提。可

分為原有之所有人抵押及後生之所有人抵押。前者，指所有人為自

己設定抵押權；後者，指抵押權因清償等原因消滅後，後次序抵押

權不升進，而抵押權的空缺由所有人取得。  

所有人抵押的利益，在於促進不動產金融以及擔保價值的合理

利用。前者，由於所有人抵押排除混同原則，因此例如在抵押權證

券化、抵押權與其擔保債權共同流通至抵押人的情形，被擔保債權

因為不與債務混同，故不因抵押權從屬性而消滅，得以促進不動產

金融流通；後者，由於所有人抵押搭配抵押權次序固定主義，得以

避免次序升進主義中所有人不得再次利用該抵押權次序為自己作有

利的擔保規劃以及後次序抵押權人因次序升進所得之不當利益之產

生。  

原有之所有人抵押 

原有之所有人抵押，乃於自己所有物上為自己設定抵押權，亦

即為未成立之債權設定抵押權，其抵押權自始即屬於所有人者。所

有人抵押可分為二，一為有債權之所有人抵押，乃為將來債權擔保

所設者，二為55無債權的抵押權，無債權的所有人抵押就是所有人土

                                                 
54 高木多喜男，同前註 34，頁 109。 
55 松井弘興（1977），《抵当制度の基礎理論 －近代的抵当权論批判－》，148 頁，京都：

法律文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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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債務。56原有之所有人抵押，無論是否有得以從屬之債權，均得成

立。  

後生之所有人抵押 

後生之所有人抵押，仍可分為有債之所有人抵押及無債之所有

人抵押。德國對於保全抵押，承認第一次序抵押權拋棄或債權已受

償時，不能由第二次序升進，故所有人抵押，若第一次序抵押權拋

棄時仍可發生。57 

依據我國民律草案第 1144 條之規定：「抵押人得設定與已消滅

之抵押權同一次序之抵押權，而使後抵押權之次序不動。」58與德國

相同，採取次序固定主義。然而民法立法後，我國學界及實務界均

採次序升進主義，故除得由混同的除外規定而生外，不允許所有人

抵押存在，然而這樣的所有人抵押，和德國所有人抵押相去甚遠。59 

在我國，如果要採取和德國一樣的所有人抵押，首先，要解決

成立從屬性的問題（這樣可以產生無債的原生之所有人抵押及後生

之所有人抵押）。其次，要排除混同的原則（這樣才能產生後生之

所有人抵押）。在抵押權成立從屬性方面，我們可以考慮用「將來

債權」作為所有人抵押的擔保債權，然而我國判例及多數學說認為，

                                                 
56 德國流通抵押之證券抵押即此所指。（李肇偉，同前註 13，頁 442。） 
57 李肇偉，同前註 13，頁 443。 
58 曹傑，同前註 12，頁 200。然而於曹傑教授原文中，似乎將抵押人誤植為抵押權人。 
59 陳棋炎教授認為，在我國民法上有關之立法，僅承認混同時例外始能成立所有人抵押。（陳

棋炎，同前註 52，頁 733。）李肇偉教授認為，就我國法而言，雖可由保全抵押權發生

所有人抵押，亦僅得由混同而生也。但由此所生之所有人抵押，仍有有債之所有人抵押

及無債之所有人抵押之分。前者，乃抵押債務人因混同而取得抵押權時，其抵押權之存

在於第三人在法律上有利益者，其抵押權不因混同而消滅也。後者，乃抵押債權人因混

同而取得抵押物之所有權時，其抵押債權之存在於所有人在法律上有利益者，其抵押權

不因混同而消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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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將來債權指「將來有發生之可能」之債權，在這樣的解釋下，

這條路就此被堵住。在混同的部分，如果我們可以將債權消滅後，

抵押人對於本應從屬於債權共同消滅的抵押權有「法律上的利益」，

因此無論抵押人是否對於該抵押物有實際存在的特定債權，抵押權

均不與所有權混同而消滅，然而在這裡，所謂「所有人法律上的利

益」指的是抵押人本為抵押權人的例子，換言之，抵押人須有實際

存在的特定債權，才有民法第 762 條但書適用，因此我們無法以混

同的例外規定無條件的成立後生之所有人抵押。  

然而，如果我們將抵押權的從屬性加以緩和，換言之，放寬「將

來債權」的解釋，把她解釋為只要在抵押權實行時存在即可，不以

將來有發生之可能者為限，並且將混同「法律上的利益」進一步從

寬解釋，使「抵押人得再次掌握該抵押權次序之不動產之交換價值」

亦該當於法律上的利益，則所有人抵押在我國的法制下，將變得有

可能。  

關於抵押權之證券化，依據我國不動產證券化條例之規定，不

動產證券化分為不動產投資信託與不動產資產信託兩種，此外，抵

押權證券則可見於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我國的抵押權證券化，是

將抵押權與其擔保債權捆在一起所發的證券，簡而言之，金融機構

將其同類之債權（例如 20 年附抵押權的住宅貸款）和抵押權捆包成

為證券化資產池，一起受讓給特殊目的公司或信託給特殊目的信託

（公司），特殊目的公司與特殊目的信託再以所有人（債權與抵押

權人）的身分，將附有不動產抵押的債權予以證券化，這個證券有

可能是持分性質（特殊目的公司所發行的稱為資產基礎證券，而特

殊目的信託所發行的乃受益證券），也有可能是僅具債權性的證券，

無論是何種性質的受益證券，均為有價證券，得以流通買賣。抵押

證券為債之性質者，即使抵押人（債務人）取得該證券，由於該證

券僅表示對於特殊目的信託或特殊目的公司之一定債權，因此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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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混同問題。在抵押證券為持分證券時，基於金融資產證券化條例

所為的不動產抵押證券化，如抵押證券由抵押人取得的情形，由於

抵押人的債務和抵押只是證券化標的資產池的一小部分，因此不用

討論混同的問題。  

此外，依據我國不動產證券化條例第 4 條關於不動產資產信託

之意義：「不動產資產信託：依本條例之規定，委託人移轉其不動

產或不動產相關權利予受託機構，並由受託機構向不特定人募集發

行或向特定人私募交付不動產資產信託受益證券，以表彰受益人對

該信託之不動產、不動產相關權利或其所生利益、孳息及其他收益

之權利而成立之信託。」如欲將不動產上之抵押權予以證券化，僅

有與債權共同捆綁一途，與金融資產證券化之抵押權證券化，並無

相異。將抵押權與債權共同證券化的結果，可能產生證券化資產池

的抵押權，債權不存在（不成立或無效）影響整個證券化內容，此

點，雖然無論是金融資產證券化或不動產證券化，主管機關均對證

券化資產有所把關，然而證券化資產池內的各筆債權何其多？目

前，大概只能以「以多賣少」之方式（例如用 35 億元的抵押權附債

權作為整個資產池（擔保）然而僅發行 30 億元的證券），才能彌補

此缺憾。如果抵押證券化可以用不動產證券化的不動產資產信託來

處理，則有抵押人取得該物權證券時，是否有權利混同的問題產生？

思索這個問題時，只讓我想到，若為德國制度，則不會有此問題的

產生。  

總之，我國不採取德國「抵押權證券化」制度，在我國證券化

客體為抵押權與其被擔保債權，即抵押權附債權予之證券化，抵押

權附債權得以證券化方式輾轉流通，60與日本抵押證券法、資產流動

化相關法律以及美國的各種擔保資產證券化法律，走相同路線。  

                                                 
60 鈴木禄弥（1988），《物権法講義 3 訂版》，頁 190，東京：創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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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抵押權移轉從屬性之突破 

抵押權設定後，抵押權人得如何處分其抵押權？依據抵押權的

從屬性，抵押權人得將其抵押權與擔保債權併同移轉與他人。此外，

抵押權人尚得拋棄或讓與其抵押權，或為轉抵押，此為抵押權處分。

舉例而言，取得土地抵押權的抵押權人，日後如有自他人處融資之

必要而無適切之擔保時，得將自己保有的抵押權拋棄或次序讓與等

抵押權處分給欲融資之銀行，或者日後想對融資的銀行，可以與抵

押權人商討抵押權之拋棄或次序之讓與等。61其中抵押權的拋棄或讓

與，可分為對整個抵押權處分及對於抵押權之次序之處分，對於抵

押權次序處分，將以另文述之，而對於整個抵押權處分方法，簡述

如下。  

其一，抵押權之絕對拋棄：抵押權人得同時拋棄其債權與抵押

權，或保留債權而拋棄抵押權（但不得拋棄債權而保留抵押權），

因為不違反抵押權的從屬性，除非拋棄損及第三人之利益（例如抵

押權人已將其抵押權與債權一併設定權利質權給第三人），抵押權

人得任意為之。  

其二，抵押權之相對拋棄：抵押權相對拋棄為日本民法第 375

條之規定，指抵押權人為同一債務人之無擔保權人之利益，相對拋

棄其抵押權之謂。   

其三，抵押權之絕對讓與：本文所謂抵押權之絕對讓與，係相

對於抵押權相對讓與而來，指抵押權人將抵押權與其所擔保之債

權，共同讓與他人者。因為不違反抵押權從屬性，抵押權人原則上

得任意為之。  

                                                 
61 椿寿夫（2001），〈抵当権（2）〉，《法学セミナー》，563 期，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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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抵押權之相對讓與：抵押權人讓與其抵押權給第三人，

而不隨同其擔保債權共同讓與之謂。我國民法遵從抵押權移轉之從

屬性之規定，因此未規定此制度，不過在日本法可見之。  

其五，轉抵押：抵押權人將其抵押權（物）設定抵押權與他人

也。與轉質、轉典性質相近，但在我國民法尚未見之。  

以上，除抵押權的絕對拋棄與絕對讓與以外，如果我們謹守著

抵押權的從屬性，則不可能有抵押權相對拋棄或讓與，也不可能有

轉抵押的規定，因此，我們可以說，上述規定，除抵押權的絕對拋

棄外，均帶著緩和抵押權從屬性的色彩，從另外一個角度觀之，有

著抵押權是抵押權人所掌握的價值權的意味。  

在惶恐於經濟競爭的時代，持有資本利益因子者，尋求對於商

品價值支配的最後保障，總之，利益因子所附著的資本被抵押權擔

保著，因此利益因子附著之資本之流通，伴隨著抵押權流通。最徹

底的例子是德國的土地債務，62然而我國法律遵守著抵押權的從屬

性，而不採取德國之立法例，在抵押權流通部分，抵押權人得將其

抵押權與擔保債權以共同設質或依特別法發行證券予以流通，此

外，以抵押權處分之方式，稍微緩和抵押權從屬性，亦為利己因子

支配的一種方法。由於我國民法並無轉抵押或抵押權相對拋棄或讓

與之規定，以下日本法得為參考。  

（一）轉抵押 

資本貴在流通。而順應資本流動化的，就是秉持「抵押權自由

處分」的流通抵押。流通抵押是德國的立法，完全打破抵押權從屬

性的原則。我國仍採取抵押權從屬性，只有在對未來債權之擔保及

                                                 
62 遠藤浩、鎌田薰編（2004），〈基本法コンメンタール新版物権〉，《法學別冊セミナー》，

頁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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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限額抵押權時才承認例外的情形。而鄰國日本和我國的情形相

同，但是另外承認在一定的條件下，例外的可不堅持抵押權從屬性，
63此例外的情形即為轉抵押及抵押權的讓與。  

1、轉抵押之意義 

以吾人之眼光觀之抵押權為從物權，故必須從屬於債權存在。

但其從屬於特定之某債權，則為事實上偶然之結合，而非法理上必

備之要件，故一旦從屬於甲債權之抵押權，雖以之從屬於乙債權，

亦於抵押權之性質無傷也。64日本民法第 375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抵

押權人得以其抵押權為他債權之擔保」為轉抵押的規定，我國民法

雖然無此規定，然而轉抵押之規定與我國轉典、轉質相去不遠矣。  

舉例而言 A 向 B 貸款 500 萬元並以其建物設定抵押權給 B，B

自己從 C 處借來 300 萬元，此時 B 得用原抵押權對此債權提供擔保。

日本民法第 375 條之的規定是責任轉抵押的規定。至於承諾轉抵

押，則依當事人意思設定之，不須另外規定。65 

                                                 
63 此外，日本抵押權登記之流用不可不注意。被擔保債權消滅後，然未塗銷而殘存的登記，

是否得為新生的債權而為抵押權之流用？日本法採肯定之見解，認為登記制度之本質為

現在權利公示的手段，因此准許抵押權登記之流用。然而依據多數說之見解，如流用前

有利害關係第三人出現，使得該登記對於該第三人變成無效，則該登記不得對抗該第三

人。本文認為抵押權登記之流用應非擔保物權消滅從屬性之突破，亦即，原抵押權因原

擔保債權消滅而共同消滅，只不過抵押權之登記殘存著，為便利起見，使抵押權人就新

的債權所成立的新的抵押權，得以「流用」原抵押權之「登記」。在我國，抵押權登記之

流用應不可採，理由為日本之所以得有抵押權登記之流用，是因為日本物權變動採登記

對抗效力，因此就該新債權與新抵押權，即使未另為登記，抵押權還是得以成立，並可

流用原抵押權登記；然而我國物權變動採登記生效制，新抵押權如不另為登記，新抵押

權根本無從成立、生效，不存在的抵押權更無流用抵押權登記的問題。 
64 王去非，同前註 5，頁 222。 
65 舉轉質為例，我國民法雖有責任轉質的規定，然而承諾轉質呢，在解釋上，質權人本可

依出質人的承諾而為轉質，因此在我國民法，沒有另外做承諾轉質的規定。是否得同依

此理，就認為在我國抵押權人得經抵押人的承諾而為承諾轉抵押呢？本文認為，由於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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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轉抵押之性質 

轉抵押與轉質相似，所以，轉抵押的性質是抵押權與債權共同

出質呢？還是抵押權或抵押物新興的擔保化呢？討論這些問題時，

常常借用轉質的學說。66 

如果重視抵押權從屬性的話，那麼應該採抵押權與債權共同出

質（設定抵押權）說，67如果認可從屬性的緩和，則可採另外的三種

學說。和轉質一樣，此三說中以抵押權再度設定說（抵押物再度設

定抵押權說）為學者通說。有學者進一步的認為，雖然在轉質的情

形，解釋為共同出質說，然而關於轉抵押，由於債權絕對不是抵押

權的標的，因此將轉抵押定義為掌握標的物價值，將之設定抵押權

的解釋較為妥當。68 

3、轉抵押之要件69 

（1）轉抵押之被擔保債權額得超過原抵押之被擔保債權額 

                                                                                                          
國民法對於抵押權從屬性的要求較為嚴格，且若欲「舉重以明輕」法律並無責任轉抵押

「重」的規範，因此，在我國應不認可承諾轉抵押。 
66 松井弘興、鈴木龍也、上谷軍、今村与一、中山知己（2006），《プリメール民法 2 物権.

担保物権法「第 3 版」》，頁 177，京都：法律文化社。 
67 柚木馨、高木多喜男（1973），《担保物権法》，1973 年新版，頁 303，東京：有斐閣。柚

木教授雖然認為，雖然同為日本民法第 375 條所定抵押權處分，然而轉抵押與其他抵押

權處分不同，應採抵押權與債權共同出質說（設定抵押。柚木教授亦主張轉質之共同出

質說），因此其他種抵押權處分肯定抵押權之獨立性，而轉抵押則不然也。 
68  船越隆司，同前註 37，頁 238。 
69 日本民法第 376 條：「1 前條情形，非依第 476 條規定通知主債務人抵押權處分或得主債

務人承諾不得對抗主債務人、保證人、抵押人及其繼受人。2 主債務人受前項通知或為

承諾時，非得受抵押權處分利益者之承諾不得以其清償對抗該受益人。」由於日本民法

不動產物權之變動採意思變動主義，因此轉抵押之設定必須符合第 376 條第 1 項之規定。

在甲乙通謀虛偽設定抵押權後，乙為丙設定轉抵押且經登記的情形，即使丙「現在」不

具備日本民法第 376 條第 1 項所定之對抗要件，丙對於甲亦無塗銷其轉抵押權之義務。（昭

和 53 年（オ）1213 號、昭和 55 年 9 月 11 日第一小法庭判決，吉井直昭（1983），〈最

高判決所判例解說〉，《法曹時報》，第 35 卷，第 11 號，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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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說認為，由於轉抵押人僅在原抵押權擔保債權範圍內把握轉

抵押標的物的擔保價值，因此轉抵押之被擔保債權範圍必須在原抵

押被擔保債權之內，然而近來通說則認為，原抵押權人的債權額大

於轉抵押權人的債權額，並非轉抵押權的成立要件。在轉抵押擔保

債權額大於原抵押擔保債權額時，例如原抵押債權額為 1000 萬元，

而轉抵押債權額為 1100 萬元時，轉抵押權人，有效的取得轉抵押

權，得於原抵押權的被擔保債權額 1000 萬限度內受到優先清償。  

（2）轉抵押之被擔保債權之清償期並無限制 

由於無論轉抵押被擔保債權清償期先於或後於原抵押被擔保債

權清償期，在法律適用及解釋下，均不對原抵押之抵押人產生不利

益，因此轉抵押的被擔保債權的清償期並無限制。  

轉抵押擔保債權清償期先屆至：即使轉抵押權的被擔保債權

清償期來到，在原抵押權被擔保債權清償期屆至前，不得實行轉抵

押權。轉抵押權人實行原抵押權時，得較原抵押權人優先受償。  

因此原抵押之債權人（抵押人），從自己負擔的被擔保債權額

中，對於轉抵押權人，得為了轉抵押人，清償轉抵押人的本金和利

息，剩餘部分，如對轉抵押人清償，則轉抵押權與原抵押權，均為

消滅。原抵押人為了轉抵押人清償，是利害關係人的清償，因此轉

抵押人不得異議，而轉抵押權亦不得拒絕受領，如其以任何理由拒

絕受領，則原抵押人得將其金錢予以提存。70 

原抵押擔保債權清償期先屆至：通知並得其承諾轉抵押後，

債務人未得轉抵押權人承諾而對於原抵押人清償，則不能以其清償

對抗轉抵押權人（日本民法第 376 條債務人非經轉抵押權人的承

諾），因此未得轉抵押權人的承諾，債務人不得清償其債務，此時

                                                 
70 我妻栄（1971），《新版民法案內Ⅴ》，頁 131，東京：一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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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原抵押權的被擔保債權屆至而拍賣抵押不動產，若轉抵押的被擔

保債權之清償期未來到，則由於轉抵押無法受到分配，必須將該分

配金額予以提存。  

換言之，轉抵押與轉質相同，轉抵押的效力優先於原抵押權效

力。  

A、如果抵押物被拍賣，轉抵押權人得就該抵押物優先受到清

償，而原抵押人僅得就剩餘額受償。  

B、如果原抵押人（債務人）將其債務金額予以提存，轉抵押

權人較轉抵押人對該提存金有優先受償權。  

C、只不過由於轉抵押權相對於轉質，有不動產登記得以保護

之，因此不像轉質一樣必須對於轉質與質權的清償期斤斤計較，而

得以上述簡易的方法，支持轉抵押的被擔保債權清償期得後於抵押

之被擔保債權清償期。  

（3）轉抵押之設定無須得到原抵押人之同意 

關於轉抵押之性質，雖然學說多所分歧，然而多數說均認為，

在近代抵押權理想的背景中，嘗試著和被擔保債權做切割的法律夠

成為擔保化的手段，因此抵押物轉抵押說為通說。但轉抵押的效果

不得不承認受到被擔保債權強力的拘束，71結果轉抵押被解釋為抵押

                                                 
71 石田喜久夫（1986），《物権法拾遺》，頁 172，東京：成文堂。『任何人不得將大於自己

擁有的權利移轉給他人，擔保權人，僅有在自己支配標的物價換價值的限度內，處分自

己的權利。而且，轉擔保的債權額不得不等同或低於原擔保債權額，又，其清償期不得

不早於或等同於原被擔保債權額的清償期。雖然有許多有力的學者反對我的說法，但是

反對論的理由實益論，應該不能和基本的思考相左。抽象的來說，將設定人支配下的客

體交換價值，在沒有某些權限的情況下，擔保權人得以處分，根本有背於法理。因此，

法律規定「質權人於其權利存續期間內，得以自己之責任為質物轉質」，這樣的旨趣，當

然在轉抵押可以類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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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與被擔保債權共同擔保化的立場還是難以改變，更何況是債權人

與債務人分離這件事情，更是當然的不會被考慮了。72 

（4）轉抵押須遵循物權的變動要件 

轉抵押是抵押權之設定，故此為當然之道理。 

4、轉抵押之效果 

（1）對於轉抵押權人之效果：實行轉抵押權，必須原抵押權之

被擔保債權與轉抵押被擔保債權均至清償期。由於轉抵押優先於原

抵押權，因此抵押物所拍賣所得金額，由轉抵押權人優先受償。73 

（2）對於原抵押權人之效果：由於轉抵押權存在於原抵押權

上，因此原抵押權人不得放棄其抵押權，原抵押權不能因為被擔保

債權消滅而消滅，一般而言，轉抵押人不能受到清償，也不能聲請

拍賣。因此日本判例認為，轉抵押擔保債權與原抵押擔保債權相同

或者較高額度時，原抵押權人由於無實益，不得實行其抵押權。相

反的，原抵押權擔保債權額大於轉抵押擔保債權額時，原抵押權人

得實行自己的抵押權，並就兩者差額優先受償（大決昭 7.8.29）。74 

批判上述判例的學說則認為，即使在原抵押權擔保債權額大於

轉抵押擔保債權額的情形，原抵押權人也僅能請求提存原抵押權擔

保債權額的全額。不用說，轉抵押權人一定會去聲請拍賣抵押物。

本來，即使轉抵押權人自己的債權已屆至清償期，但也不一定能馬

上聲請拍賣，如果原抵押權擔保債權的清償期未到，還是不得不等

待其到來。在原擔保債權清償期先屆至的情況，則解釋為轉抵押權

                                                 
72 奧田昌道等 7 人編輯，同前註 6，頁 66。 
73 椿寿夫（2002），〈抵当権（5）〉，《法学セミナー》，第 566 期，頁 104。 
74 篠塚昭次、前田達明編（1991），《新・判例コンメンタール民法 4 担保物権》，頁 126，

東京：三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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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原抵押權人請求提存（日本民法第 367 條第 3 項參照）。對於

原抵押權人來說，由於考慮到取得轉抵押權人的承諾甚為麻煩，因

此不拘於請求的有無，以提存清償的方法是為甚佳。75 

至於在我國民法的架構下，是否有實行轉抵押的可能呢？我國

民律第二次草案第 1191 條規定：「地上權及其他關於不動產物權，

得為抵押權之標的物」，似曾採取容許轉抵押之立場。76王去非教授

說到：「我國民法則皆禁止之。蓋以抵押權為從物權，與主債權有

不可離之關係。使為他債權人之利益計，離主債權而讓與其抵押權

及其次序，或為自己之利益計，以抵押權為他債權之擔保，則大反

乎抵押權為從物權之本質。且使法律關係愈趨複雜，於抵押人往往

不利，故特禁止之也。（民法第 870 條）」77 實務上，司法行政部

台（四二）公叁字第八七八號函：「查抵押權不得由債權分離而為

讓與，或成為其他債權之擔保，為民法第 870 條所明定，前大理院

三年上字第一二四號判例，認以抵押權另行轉抵押有效者，於民法

物權編施行後，已不適用，如抵押權人對於第三人負有債務，而必

須以其抵押權為擔保時，只有依民法第 900 條之規定，將其債權連

同抵押權為抵押標的設定權利質權，依上說明，以抵押權為標的，

再設定抵押權，在現行法上似乏根據。」亦否定之，78此外，曹傑教

授及倪江表教授則認為未規定轉抵押，可避免法律關係之複雜化。

但是他們認為，在立法論上，以從日本轉抵押之規定為是。79在我國

物權編修正委員會中，曾討論是否要明文肯定轉抵押制度，但新法

仍未採之，因此目前我國仍無轉抵押之制度，惟仍得以抵押權所擔

                                                 
75 松井等 5 人合著，同前註 66，頁 178。 
76 陳榮隆（2007），〈擔保物權之新紀元與未來之展望〉，《台灣本土法學》，第 93 期，頁 33。 
77 王去非，同前註 5，頁 238。 
78 梁代君（1983），《民法爭議問題(物權篇)》，再版，頁 138，台北：保成。 
79 倪江表（1965），《民法物權論》，第 4 版，頁 278，台北：正中；曹傑，同前註 12，頁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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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之債權去設定權利質權，而使其效力及於抵押權。80 

轉抵押，不用擔心擔保價值低落，而得確實處分抵押權，雖然

在擔保處分容易的情形於日本金融實務界有盛行的可能，然而其實

行的手續複雜，又金融實務方面不喜為之，結果，在日本轉抵押的

利用十分消極。81詳言之，只有在大廈入居保證金（大廈之承租人對

於出租人支付之保證金）銀行給承租人融資時，作為保證金之返還

請求權之擔保承租人作為抵押權人，對於該大廈所設定之抵押權，

為了擔保銀行的融資而設定轉抵押，或系列金融機關的下位對於上

位（例如子銀行與母銀行）進行轉抵押以外，轉抵押並不太被使用，

理由為，在日本設定轉抵押須要滿足登記與通知（債權讓與之通知）

雙重對抗要件手續複雜，原抵押權的被擔保債權清償期未來到，則

不得實行轉抵押權。此外，轉抵押在已經融資的情形，保全該債權

且使回收容易，被作為最後的手段。於此情形，原本就是非常勉強

的型態，必然地引起許多麻煩。在 90 年代泡沫經濟崩壞後，關於不

動產擔保、執行等判決中，此種病理性的轉抵押事例令人注目。82 

無論如何，依據我國學者通說，在我國民法架構下，由於物權

法定主義，無轉抵押的可能，此不僅指責任轉抵押而言，關於承諾

轉抵押，本文認為，由於舉重（責任轉抵押）以明輕（承諾轉抵押）

的法理無從適用起，因此在我國亦無成立承諾轉抵押的可能。陳榮

隆教授認為：「如果承認轉抵押，其優點在於增加抵押權融通之管

道，使抵押權在融資上較為方便，此外亦得使抵押權脫離從屬性之

桎梏而更具有獨立性，以符合未來抵押權發展之趨勢；再者，亦得

                                                 
80 陳榮隆，同前註 76，頁 33。 
81 小野幸二（2006），《基本民法シリーズ 2 物権法》，第 3 版，頁 320，東京：八千代出版

株式會社。 
82 松本恒雄（1996），〈転抵当と被担保債権の讓渡.質入れの競合〉，《法学教室》，第 188

期，頁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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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質權上有轉質、在典權中有轉典之規定，於抵押權中卻無法藉由

轉抵押制度使抵押權之利用得以活絡。」83陳榮隆教授說的好，轉抵

押的確使抵押權之利用得以活絡，然而如引進轉抵押，是否容易造

成不動產擔保泡沫化的情形？其後果應予再三考量。雖然轉抵押使

抵押權人得靈活地掌握抵押物的擔保價值，然而使抵押權之利用得

以活化的效果，前提是各擔保債權都能順利清償，若非如此，則又

造成金融風暴的原兇之一－呆帳，易引起社會恐慌。  

 (二)抵押權相對讓與 

日本民法第 375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抵押權人得為同一債務

人之其他債權人之利益為抵押權（或其次序）之讓與或拋棄。」，

本文稱之為抵押權相對讓與。  

1、抵押權相對讓與之意義 

這裡說的抵押權相對讓與和我國學者所稱抵押權讓與（抵押權

與債權併同讓與，本文稱為抵押權之絕對讓與）84並不相同，並非遵

循抵押之從屬性，而是跳脫之，在我國無如是之立法。  

依據日本民法第 375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抵押權人得為同一

債務人之其他債權人之利益為抵押權（或其次序）之讓與或拋棄。」

舉例而言，A 將其所有 8000 萬元的不動產上，設定第一次序抵押權

給 B（債權額 6000 萬元）、第二次序抵押權給 C（債權額 2000 萬

元）之後，A 從 D 處融資 2000 萬元時，並不為設定第三次序抵押

權，而是得到 B 的協力，B 為了 D 的利益，讓與自己的抵押權，於

此限度內變成無擔保債權人，這就是抵押權相對讓與。  

                                                 
83 陳榮隆，同前註 76，頁 33。 
84 鄭冠宇（2005），〈抵押權讓與〉，《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67 期，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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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法第 375 條抵押權讓與，只要在「為同一債務人之其他

債權人之利益」的條件下，即得讓與之，與我國所稱抵押權須與債

權併同讓與之，有所不同。前者，使抵押權和其擔保債權分離，而

僅處分抵押權；後者則不得分離而為處分、謹守抵押權從屬性之規

範。日本民法對於抵押權讓與並非採取毫無限制的態度，因此，除

本條的情形外，日本學者一般所稱「抵押權讓與」，與我國的規定

並無不同。為了於文中不造成兩者之混淆，本文將日本民法第 375

條第 1 項抵押權讓與，簡稱為"抵押權相對讓與"。  

2、抵押權相對讓與之性質與效力 

抵押權相對之讓與雖然大大的緩和抵押權的從屬性，但是和德

國流通抵押完全地承認抵押權具有獨立地位，仍有所不同。依據日

本民法第 375 條被讓與的抵押權，仍然侷限於「同一債務人之債

務」，故仍未完全地從抵押權從屬性跳脫出來。該條抵押權讓與效

力有下列兩說；  

（1）絕對效力說：被擔保債權與抵押權切割而分離，只有抵押

權移轉。  

（2）相對效力說：抵押權並非從債權分離而被讓與，對於第三

人而言，抵押權人一直擁有抵押權，只不過在抵押權與抵押權受讓

人間，由抵押權受讓人享受優先權，而且此效果僅限於雙方之間債

權的效果，所處分者，為實行抵押權人抵押權之際，抵押權人得以

分配額受償這樣的物權地位。85 

例如 B 讓與抵押權給 D 的情形，若Ｄ之債權已受清償，如依據

絕對效力說，則 B 的第一次序抵押權不復活，相對的，如果依據相

對效力說，則 B 得以第一次序抵押權人的地位受到分配。又 A 對於

                                                 
85 奧田昌道等 7 人編輯，同前註 6，頁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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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清償時，依據絕對效力說則不影響 D 的地位，相對的，依據相對

效力說，由於的抵押權消滅，因此 D 不能行使該抵押權。日本通說

採相對效力說，理由有二。  

其一，由於 1971 年日本民法部分修正新增抵押權次序變更制度

（日本民法第 373 條第 2 項、第 3 項）以及最高限額抵押權新處分

形態（日本民法第 398 之 1 條以下），使絕對效力說的維持變得困

難，因為抵押權讓與以外的處分，如次序讓與的效力，是相對效力

的緣故。  

其二，日本民法第 367 條第 2 項規定：「主債務人受前項通知

或為承諾時，未得受抵押權處分利益者之承諾而為清償，不得對抗

受益人。」如果採絕對效力說，本條即成為贅文，換言之，日本民

法以採相對效力說為前提，因此有日本民法第 367 條第 2 項的規定。
86 

3、抵押權相對讓與之限制 

受讓人之債權額、清償期不須於讓與人之債權額、清償期範圍

內，只不過，受讓人無法得到大於原抵押權的利益。  

受讓人限於對於同一抵押不動產無抵押權者。由於日本民法第

357 條尚有抵押權次序讓與，故受抵押權讓與之人，如對同一抵押

物有抵押權，則抵押權人僅得為抵押權次序讓與。換言之，第 375

條抵押權讓與僅得對無抵押權之債權人為讓與。87 

4、抵押權相對讓與之效果 

其一 、受讓人的 債權於讓與 人的抵押權 次序及擔保 額度被擔

                                                 
86 淡路剛久等 4 人合著，同前註 40，頁 272。 
87 遠藤浩等 6 人合著，同前註 42，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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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如果受讓人的被擔保債權額大於讓與人的被擔保債權額，則讓

與人失其抵押權；反之，在雙方差額內，讓與人與受讓人準共有該

抵押權。舉上例而言，拍賣所得 8000 萬元，第二次序抵押權由 B

和 D 準共有，自 B 本來可以受到分配的 6000 萬元，首先由受讓人

受到分配，剩餘的才由讓與人 B 受到分配（D2000 萬元、B4000 萬

元）。  

其二、抵押權讓與，不影響後次序抵押權人。  

其三、抵押權的讓與產生抵押權移轉的物權效果，因此受讓人

基於該權利行使拍賣，對於第三人得主張優先受償。  

其四 、由於受讓 人的優先受 償權受限於 讓與人的被 擔保債權

額、清償期之限制，因此抵押權讓與的效果是相對的，不影響第三

人之利益。依上例，D 雖然可以實行抵押權而優先受償，然而受到

B 被擔保債權額及清償期的限制，因此抵押權讓與不影響第三人的

利益。  

其五、受讓人僅有在自己的債權屆至清償期以及讓與人的債權

屆至清償期時，才可實行抵押權。但是在抵押權準共有的情形，讓

與人在自己債權清償期到來時得實行抵押權。此時，受讓人的債權

清償期若尚未到來，則提存受讓人的分配額。88 

（三）抵押權相對拋棄 

這裡所說的抵押權相對拋棄和我們認識的抵押權之拋棄有異，

在我國無此般之規定。我們認識的抵押權之拋棄，指債權人絕對拋

棄其抵押權，成為一個無抵押權的普通債權人。此謂抵押權之拋棄，

乃日本法上之規定，係指抵押權人為同一債務人之無擔保債權人之

                                                 
88 遠藤浩等 6 人合著，同前註 42，頁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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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益，相對拋棄其抵押權。89舉例而言，債務人Ａ價值 2500 萬元的

土地上有Ｂ1000 萬元的第一次序抵押權、Ｃ1500 萬元的第二次序抵

押權，A 另外還有普通債權人 D3000 萬元。此時，C 為了無擔保債

權人 D 拋棄他的第一次序抵押權。拋棄時，B 只有對於 B 可以主張

優先權，此時拍賣所得金額 2500 萬元中，D 本來可以受到的 1000

萬元的分配額，由 B 和 D 兩人以其債權額比例受償，也就是，第二

次序抵押權，由 B 得到 250 萬元、D 得到 750 萬元。而 C 並不受抵

押權拋棄的影響。90 

此種抵押權之拋棄，亦為抵押權從屬性之舒緩，和抵押權次序

拋棄不同的是，次序拋棄的受益人須為抵押權人，而抵押權拋棄的

受益人則為特定無擔保債權人。在我國民法物權編的規制下，無從

成立此種抵押權之拋棄，因為該抵押權之拋棄的成立要件，在於抵

押權移轉從屬性的緩和，然而依據我國民法第 870 條之規定抵押權

不得由債權分離而為讓與，或為其他債權之擔保，因此如非特別立

法，則在我國不可行也。 

三、抵押權消滅從屬性之突破 91 

                                                 
89 法曹會（1981），《物権法（下）》，第 2 版，頁 226，東京：財團法人法曹會。 
90 白羽佑三、山田卓生（1986），《民法講義ノード（3）担保物権》，頁 125，東京：有斐

閣。 
91 日本民法第 467 條第 1 項「指名債權讓與之對抗要件」規定：「Ⅰ指名債權之讓與，非經

讓與人通知債務人或得債務人之承諾不得對抗債務人及其他第三人。」其第 468 條第一

項本文並規定「Ⅰ債務人未保留異議而為前條之承諾時，得對抗讓與人之事由亦不得對

抗受讓人。」如果擔保債權基於清償等原因已消滅，債權人在抵押權消滅登記前讓讓與

債權及抵押權，而債務人又無異議而為承諾，抵押權是否依據第 468 條與債權復活？日

本判例及多數學說認為，此時債權即使消滅、抵押權亦隨同復活的債權一同復活。（請參

考奧田昌道等 7 人編輯，同前註 6，頁 64。）換言之，擔保債權雖經清償而一度消滅，

然而抵押權還是為復活（新生的）債權而存在，本文以為，此應為抵押權消滅從屬性之

例外。而在我國債權讓與之通知依據第 297 條為成立要件，此通知為觀念通知，債務人

不須為任何承諾。如債務人已清償其債務，而債權人仍為債權讓與之通知時，由於已「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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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論到抵押權消滅從屬性之突破，應介紹瑞士空白擔保制度。

所謂空白擔保制度係指同一不動產上設定先後次序不同之數抵押權

者，先次序抵押權消滅時，後次序抵押權人不能請求升進次序，而

保留為空白之擔保位置，不動產所有人得用以設定另一新抵押權而

言（瑞士民法第 814 條第 1 項、第 2 項）。此制為瑞士民法所採用，

該法將不動產抵押權消滅後之次序，保留為空白擔保位置，與德國

民法成立所有人抵押顯有不同。不僅如此，該保留之空白擔保位置，

於未設定新抵押權以前，如標的物之不動產變賣時，該賣得之價金

即由後次序之抵押權人，依權利次序分配之（瑞士民法第 815 條），

是以發生與後次序抵押權升進次序之相同效果。準此以觀，瑞士民

法之後次序抵押權人不致受到如德國民法之所有人抵押制度下之不

利益，而保留之空白擔保位置，不動產所有人可用以設定該抵押權，

獲取有利之融資。92吾人須注意有抵押權消滅從屬性之突破，空白擔

保制度才變得有可能。此外，本文認為空白擔保制度宜予日本抵押

權登記之流用做一區別，前者為抵押權消滅上從屬性的突破，後者

原抵押權因債權清償而消滅，只不過「原抵押權之登記」被流用，

亦即，前者得對抗空白空白擔保成立後陸陸續續出現的利害關係第

三人，而後者則不足以對抗之。由於日本法物權變動採取登記對抗

效力，且認為登記制度之本質為現在權利公示的手段，因此准許抵

押權登記之流用，其與空白擔保制度簡單比較如下。  

 

                                                                                                          
債可讓與」，該通知無任何意義，沒有債權經過債務人承諾而復活的問題。而抵押權亦於

擔保債權受清償時依從屬性原則併同消滅，並無復活之例外。只不過，如果債務人在受

到通知之後，在明知債務已消滅的情況下仍另為承諾，該承諾是否不具意義而使債務人

對於債權受讓人的清償為非債清償？或者可將其承諾視為新債的產生？如果承諾不具意

義（對於不存在的權利為承諾），沒有抵押權復活的問題；如果是新債問題，抵押權已從

屬於就債務而併同消滅，亦無抵押權復活之問題。 
92 謝在全（2000），〈抵押權次序升進原則與次序固定原則〉，《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7 期，

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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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空白擔保制度與抵押權登記之流用 

 空白擔保制度 抵押權登記之流用 

意義 先次序抵押權消滅後，該抵

押權之交換價值由抵押保證

人留，後次序抵押權人次序

不得升進，抵押權人得就該

部分擔保價值另外設定抵押

權。 

原抵押權因債權清償而消

滅，殘留下來的抵押權登

記，如與該抵押權人有新的

債權與抵押權產生，得新抵

押權得流用原抵押權之登

記。 

性質 抵押權消滅從屬性之突破。

意味著抵押人對於擔保物價

值權之掌握。 

來自於物權變動之對抗效力

與便利及公示效力。 

抵押權人 抵押人得為任何一人設定新

抵押權人。 

新抵押權人須為原抵押權

人。 

對於利害

關係人之

效力 

對於利害關係人均有效力。 流用無對抗利害關係人之效

力。 

由於 我國民法不 承認空白擔 保制度與所 有人抵押， 因此在我

國，抵押權具有消滅之從屬性，應是沒有例外的。參考前述德國民

法，以及日本民法第 468 條抵押權復活的問題，可知關於抵押權還

是有消滅從屬性突破的可能。  

肆、結語－抵押權從屬性突破之他國制度的可

行性 

為謀求一國的經濟發展，必須力圖企業的維持發展，為使企業

追求營利及使社會經濟發達，對於如企業血液般的資金之獲得，當

然地須下法的功夫。93上述西歐的近代法，為了因應新資金的需要而

                                                 
93 水島広雄（1981），《特殊担保法要義─企業担保法治論綱─》，第 2 版，頁 1，東京：八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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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立銀行的制度，並朝著迎向抵押權制度的發展期，使抵押權從屬

性日漸緩和甚至廢棄之，而觀察鄰國日本抵押權的發展方向，可分

為三。94 

其一、擴大抵押權之客體，使不動產以外的財產如汽車等等高

價物品以及各種財團也成為抵押權之客體，如我國的動產擔保交易

法，即為一例。  

其二、抵押權從屬性的緩和，依據擔保物權從屬性，擔保物權

必須與其所擔保債權之成立、移轉、消滅同其命運。如果嚴格遵守

擔保物權從屬性，則有過度僵化之虞，不免阻礙企業金融之靈活運

用，不能發揮抵押權之現代效能。故適用法律時，關於抵押權從屬

性，不得不從寬解釋，即只須將來實行抵押權拍賣抵押物時，有被

擔保之債權存在即可，於抵押權成立時，可不必先有債權存在。95 

其三、抵押權流通化之促進：抵押權的流通，從債權人方面使

其投下的資金易於回收，從債務人觀之，具有短期借貸資金長期資

金化的效能。  

依據抵押權獨立性原則，抵押權自從屬於擔保債權的地位被解

放，被賦予具有獨立的交換價值的地位。如此結果，抵押權的流通

                                                                                                          
代出版株式會社。 

94 松井弘興等五人合著，同前註 66，頁 137。除了闡述本書對於上述「擔保至上主義」並

有所批判，甚為有趣，雖與本文主旨無關連，擬節錄於此註中：「民法被制訂時，起草人

們，對於抵押權制度的活用可以作為產業資本資金調度手段，還非常欠缺認識。因此僅

以民法上的抵押制度無法滿足企業旺盛的資金需要，因此依靠許多的特別法，依據上述

三個方向的制度發展、成形。而且不僅於立法，即使在法律解釋及運用方面，學說及判

例毫無遲疑地努力的累積、重疊、強化抵押權的效力。但是最近，懷疑「擔保化至上主

義」，特別是對於借用擔保以助長不動產擔保金融這個法律觀點日益加深。也有人問，如

此的演變，是否使擔保制度變成獲得投機交易資金的手段呢？」 
95 姚瑞光，同前註 11，頁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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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因此被確保。換言之，因為被擔保債權的不成立、消滅等等的瑕

疵，不會影響抵押權的成立或存續。96 

如無債權，即無擔保物權，此即謂擔保物權從屬性。換言之，

由於擔保物權為擔保債權，有債權才有擔保物權的產生與存在，如

債權基於清償等原因而消滅，擔保物權亦同消滅。但是從屬性要在

什麼樣的程度被認可？必須分別依據各種擔保物權而檢討之，97這也

是本文寫作的重心。就擔保物權之本質而言，如站在保全擔保之見

地而觀之，此項從屬性，係擔保物權之本質上當然所應承認者。惟

如站在價值權之見地而觀之，此項從屬性，則未必與擔保之本質所

不可分者也。是故，此項從屬性，就約定擔保物權而言，於種種場

合，其從屬性之原則，已被打破。98 

上述各國之擔保法制，最值得注意者，為瑞士的空白擔保制度

與德國的流通抵押制度，其中流通抵押制度，被鈴木祿彌教授批判：

「投資抵押發展自十八世紀普魯士農業資本主義化之發展，自古以

來以領地農民服勞役耕種的封建貴族，被英國先進的資本主義刺

激，因此次第捲入商品經濟，在將自己農業朝向資本主義化經營過

程時，為了充實資金而形成以其土地為擔保融資的必要性，由保全

抵押往投資抵押的方向，是資本主義發展的特異態樣，在德國、特

別是普魯士妥當，然而在他國則非也。」99川井健教授更認為：「通

說上認為抵押權具有價值權的本質，然而，第一、由抵押權靜態面

觀之，未觸及標的物之使用收益價值。第二、由動態面觀之，交換

價值之支配，意味著應被債權擔保的框架限定。從這兩個角度認為

抵押權為價值權是正當的。然而，是否能將全部的抵押權一貫以價

                                                 
96 遠藤浩等 6 人合著，同前註 42，頁 112。 
97 遠藤浩等 6 人合著，同前註 42，頁 9。 
98 張龍文（1977），《民法物權實務研究》，頁 113，台北：漢林。 
99 星野英一編（1984），《民法講座第 3 卷物権(2)》，頁 40，東京：有斐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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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權說明之，仍有疑問。價值權說著眼於抵押權終究會奪走抵押人

的所有，並非妥當。」100星野英一教授認為：「公示原則、特定原

則、次序確定原則、獨立原則、流通性確保原則等五原則，被德國

學者稱為近代抵押權之特質，但是前兩項原則不害於第三人為當

然，然而後面兩原則，則因為源自於德國特殊之情形，不能說缺少

此兩者，即非近代的抵押權。」101 

上述西歐制度如何引進我國？謝在全教授認為：「近代抵押權

自保全抵押向投資抵押發展，然而屬德國抵押權進化之特色，而非

世界普遍性、一般性之態樣，而其本質為價值權之見解，雖足使吾

人能更認識抵押權乃係以支配標的物之交換價值為其主要內容，價

值權為其一項重要客觀性質，從而具有法解釋學上之相當效能，然

而若據為唯一之指針，則似非必然。我國企業界及金融界已習慣於

抵押權次序之升進，未聞應改採次序固定原則之異聲，故民法物權

修正時仍維持次序升進，應仍屬符合國情，難謂有誤。為標的物交

換價值之有效力而言，瑞士民法之空白擔保制度確甚有參考價值，

故有必要時，以特別法採取空白擔保位置制度，此際例外地引進次

序固定原則，並以瑞士民法之規定為運用模式，對促進國內金融及

抵押權之發展，必有相當助益。」102陳榮隆教授則以德國土地債務，

對於土地所有人而言，符合間接金融朝向直接金融發展的潮流。本

文認為，在我國法學家解釋普通抵押權成立之從屬性日漸趨緩的情

形下，我國對於抵押權成立之從屬性已趨向法國法制，故法國法對

於此部分之解釋亦可多加參考；而瑞士空白擔保制度，誠如謝在全

教授所言，甚有參考價值，且如引進我國，對於我國普通抵押權制

度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故較無排斥的問題；德國流通抵押，以擴

                                                 
100 星野英一（1981），《民法概論Ⅱ(物権、担保物権)》，頁 240，東京：良書普及會。 
101 川井健，同前註 28，頁 37。  
102 謝在全，同前註 92，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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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抵押權登記之公信力為方法，使登記公信力即於債權，並認可債

權之善意取得，似可使不動產證券化或金融資產證券化更順利推

行；德國土地債務，使土地所有人得不透過他人（債權人）直接使

土地價值得以顯現，而且並非如日本轉抵押有價值泡沫化的疑慮，

亦為良法；不過日本轉抵押，雖然跳脫抵押權從屬性，使抵押權人

得以掌握擔保物之價值權，不過本文認為轉抵押有使抵押權價值虛

化的疑慮，103如欲引入，則須注意。  

 

 

 

 

 

 

                                                 
103 擔保標的物既以擔保原抵押權之債權，復又因轉擔保就同一抵押權次序又擔保轉擔保之

債權，又轉擔保又有多重轉擔保發生的可能，因此亦使抵押權價值虛化，亦即泡沫化的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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