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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德國聯邦上議會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通過了由聯邦下議會

議於 2017 年 3 月 10 所通過之修正承攬篇工程契約法之法案，該

法律規定於德國民法第 650a－650v）。這是德國首次將工程契

約（650a－650o）、建築師與工程師契約（650p－650t），以及

定作人契約（650u－650v）訂入民法之中。這些修正於 2018 年

1 月 1 日生效，其效力僅及於自該日起締結之契約，舊契約不受

此法條修正之影響。本文僅討論修法後，德國民法工程契約章承

攬債權擔保的問題，及其與台灣法制之比較。 

在觀察德國對承攬人債權擔保制度時，應該將德國民法第

647 條與第 647a 條，第 650e 條和第 650f 條所規範之擔保方式合

併觀察，且相互補充。制定這些擔保方式的目的，在於對承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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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先行給付義務做經濟上的均衡，以保障承攬人因承攬契約所生

金錢債權。制定的動機是源自於破產法。立法者希望能均衡承攬

人先行給付的義務，因承攬契約所生金錢債權於定作人破產時，

給予承攬人別除權。 

德國立法者與司法實務對於承攬人依據契約應先為給付，所

產生之風險牢記在心。因此在立法與實務上均追求降低承攬人之

風險。台灣民法第 513 條是唯一的對承攬人保障的條文，欠缺了

類似德國民法第 650f 條的規定。台灣的建商多半要求營造廠商

拋棄此一抵押權，造成台灣民法第 513 條甚少有派上用場的機

會，將來修法的時候可以考慮做適當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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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n Security of Payment 
under Construction Contract between 

German and Taiwan Law 

Li Hwang 

Abstract 

On March 31, 2017, the Senate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passed the “Law on the Reform of Construction Contract 

Law”, which had already been passed by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Germany on March 10. In 

Sections 650a-650v of the German Civil Code (BGB), this anchors 

for the first time special legal regulations on building contracts 

(Sections 650a-650o), architects' and engineers' contracts (Sections 

650p-650t) and property developers' contracts (Sections 650u-650v). 

The changes come into force on January, 01, 2018 and only affect 

contracts concluded from this date. Current contracts are not affected 

by the changes. This paper analyses only the issues of the security of 

payment under construction contract after the changes, and compares 

the new system with the legal frame of Taiwan. 

The contractor’s security of payment has been regulated in 

several articles of BGB, to observe the German guarantee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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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combine article 647 with the article 647a, Article 650e and 

Article 650f,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 purpose of formulating these guarantee mechanisms is to 

balance the economic risks of the contractor for who has to finish 

work prior to the payment from the employer, so as to protect the 

contractor’s monetar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contract. The 

motivation for the formulation was derived from the bankruptcy law 

(§ 50 Abs. 1 Bankruptcy Code). The legislators hoped to balance the 

contractor’s obligation to pay in advance, and grant the contractor 

the exclusive right for monetary claims arising from the contract to 

exempt from the employer’ s bankruptcy. 

German legislators and judicial practice always keep in mind 

the risks that the contractor should finish work prior to the payment 

from the employer according to the contract. Therefore, both 

legislation and practice seek to reduce the risk of contractors. 

Article 513 of the Taiwan Civil Law is the only provision to 

protect the contractor, and it lacks provisions similar to Article 650f 

of the German Civil Law. Most Taiwanese builders require 

constructors to abandon this mortgage. As a result, Article 513 of the 

Taiwan Civil Law rarely comes in handy. When the law is revised in 

the future, appropriate amendments can be consid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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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工程定義 

德國民法第 650a 條規定：「工程契約法所稱之工程，是指

建築物或戶外工作物的建造（Herstellung）、修復、拆除、改

建。建物之維修（Instandhaltung），若該工作物對建造、修復

或約定目的之使用有重要意義者，也是工程契約。
1
」建築物

（Bauwerk）指所有各種建築物、不論地上或地下（Hoch- oder 

Tiefbauten）。要件是不可移動、經由使用勞力與材料結合土地

所建造之物，包括工作物的建造、修復、拆除、改建，也包括工

程的組件（Bauteile）與建築元素（Bauglieder2
）。修復包括建

築本體與部件之修復。拆除指建物本體的破壞。改建指依據契約

約定方式工作，就建物之全部或一部，提供結構、維護、保存、

更新或使用性，作重要之處理
3
。 

本文針對德國民法工程契約章的承攬債權擔保規定，與台灣

法制進行比較研究，尤其是民法第 513 條。民法第 513 條是民法

保障承攬人的唯一條文，其規定承攬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

上之工作物，或為此等工作物之重大修繕」時，承攬人得就承攬

關係的報酬額，對於其工作所附的定作人之不動產，請求定作人

「為抵押權之登記；或對於將來完成之定作人之不動產，請求預

為抵押權之登記。」為保障承攬人的權利，降低承攬人的風險，

德國民法的規定，可以作為我國修法的借鑑。 

                                                       
1 § 650a Bauvertrag. 
2  如踢腳板、邊條等，Bauglieder nennt man die Elemente, der Formen, 

einzelner Bauteile, z.B. an Gurten, Umrahmungen, Sockeln u.s.w. 
http://www.zeno.org/Lueger-1904/A/Bauglieder (Letzter Abruf: 12/20/2020). 

3 Jan Busche, in: Säcker/ Rixecker/ Oetker/ Limperg,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MüKoBGB), 7. Aufl., 2019, §650a R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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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德國民法上承攬人之法定擔保權 

一、承攬人的動產質權 

（一）概說 

德國民法第 647 條（承攬人質權）規定：「如果承攬人因製

造或修繕定作人動產之目的占有該動產，承攬人基於契約，對其

製造或修繕定作人動產有質權」。本條規範的承攬人質權

（Unternehmerpfandrecht4）應該與第 647a 條，第 650e 條和第

650f 條所規範之擔保方式合併觀察，且相互補充。制定這些擔保

方式的目的，在於對承攬人的先行給付義務做經濟上的均衡，以

保障承攬人因承攬契約所生金錢債權。制定的動機是源自於重整

法 （Insolvenzordnung5），即舊破產法第 49 條第 1 項第 2 款6。

當年的立法者希望能均衡承攬人先行給付的義務，因承攬契約所

生金錢債權於定作人破產時，給予承攬人別除權7。 

（二）德國民法第 647 條對質權的規定 

質權的標的僅限於本法第 90 條所指之動產8。承攬人的質權

                                                       
4 § 647 Unternehmerpfandrecht. 
5 Stand: 21.04.2019 aufgrund Gesetzes vom 13.04.2017 (BGBl. I S. 866), 

https://dejure.org/gesetze/InsO (Letzter Abruf: 03/04/2019). 
6 Busche, a.a.O.(Fn. 3.), §647 Rn.1.. 
7 當然也可以參考德國民法第 273 條（留置權 Zurückbehaltungsrecht）規

定：「（1）如債務人基於同一法律關係之義務，對債權人有屆期之請求

權，除由此法律關係另有約定外，在相對人未為給付前，得拒絕自己給

付（留置權 Zurückbehaltungsrecht）。（2）有返還物品義務者，如其對物

品之使用，或由於此一物品對其所生損害，有屆期之請求權，亦有相同

之權利。但其以故意侵權行為取得該物者不在此限。（3）債權人對於留

置權的行使，得以提供擔保方式解套。但不得以保證提供擔保。」  
8 德國民法第 90 條［物之法律定義］：「本法稱物者，以有體標的物為

限。」§ 90 [Gesetzesdefinition für Sachen]: "Sachen im Sinne des Gesetz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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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含括承攬人製造或修理的定作人的動產，如果這些東西在生

產過程中或為了修理的目的而占有，也就是說，在工作物製造或修

繕契約與占有間，有內在的關聯（ein innerer Zusammenhang）9。

它涵蓋了整體工作物，即使生產或修理的工作物僅是承攬契約標的

之一部分。製造或修理應作廣義解讀，也就是不論以任何方式提

供承攬工作，包括原料，縱然尚未加工就已經成為質權標的；相

反的，製造或修理的工具，器械或運輸工具等均不會成為質權標

的。不過承攬人到定作人處所製造或修繕時，由於並未取得占

有，當然也無法取得質權10。 

至於是否受強制執行法上不得設質原則拘束，在本條無適用餘

地11。德國民法第 562 條第 1 項第 2 句不可抵押物品的限制，不適

用於第 647 條12。德國民法第 647 條賦予承攬人之擔保機會也可以

用個別磋商方式附加條款，但是以定型化契約條款限制此一擔保

時，會受到德國民法第 307 條限制，有被認定無效的可能13。若擔

保權除了擔保系爭承攬契約外，也擔保由於締約前所生債權。 

本條適用的情形如汽車所有人甲因為引擎受損將汽車送乙廠

修理，如果甲不給付汽車修理費給乙，乙在修理費未獲清償前可

                                                       

sind nur körperliche Gegenstände." 
9 Wolfgang Voit, in: Bamberger/ Roth/ Hau/ Poseck,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4. Aufl., 2019, Band 2 §647 Rn.7. 
10 Ebd., §647 Rn.6. 
11 Ebd., §647 Rn.5.  
12 Busche, a.a.O. (Fn. 3.), §647 Rn.3. 
13 德國民法第 307 條規定：「（1）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相對人

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效。條款不明確或無法理解者，亦得被認為顯失公平。

（2） 有疑義時，條款應認為係顯失公平：1.背離法律規範之條款，與法律規

範之基礎理念顯相矛盾者。或 2. 契約之主要權利或義務，因受條款之限制，

致契約之目的難以達成者。（3） 第 1 項及第 2 項以及第 308 條與第 309 條之

規定，僅適用於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背離法律規範或其補充規定者。其他之條

款可能依據第 1 項第 2 句及第 1 項第 1 句而無效。」 

53



10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7 卷．第 1 期 

 

以主張留置權，拒絕返還該車。留置權之實行，依據德國民法第

274 條規定：「（1）如債務人對債權人之債務，係基於同一法

律關係，對債權人有已屆期債權，除該債務有不同之結果，債務

人在其債權被滿足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2）有交付標的物

義務者，就由於修復該物之花費而屆至，或因此物所引起之損害

之請求權，有留置權。但此物所引起損害係其故意侵權行為導致

者不在此限。（3）1.債權人得提供擔保排除留置權之行使。2.以

保證人方式提供擔保不能排除留置權之行使。」因為這只是一種

暫時阻止權利行使之規定，沒有解決承攬人的問題14。本條規定

是對承攬人報酬之特別保障的規定。 

實務上有爭議的並不在本條規定的核心部分，而是此一質權

何時歸於消滅。德國聯邦法院判決15就澄清了：修車廠將修好的

車輛供定作人試駕，並未放棄該車之占有。至少為了準備交付修

好的車輛，由承攬人或其使用人陪同下所進行的試駕，定作人並

未取得該車的直接占有。鑰匙的交付只有將交付者同意並可辨識

的認定其放棄對物的事實管領，而受領人在相同方式下取得才能

生效。  

（三）台灣民法的留置權整合了德國民法的相關規定 

台灣民法第 936 條：「債權人於其債權已屆清償期而未受清

償者，得定一個月以上之相當期限，通知債務人，聲明如不於其

期限內為清償時，即就其留置物取償；留置物為第三人所有或存

有其他物權而為債權人所知者，應併通知之。債務人或留置物所

                                                       
14 這是一種延遲性抗辯權 aufschiebende Einrede：此種抗辯權只能暫時阻止請求權

的行使，如法定留置權，參見黃立（2005），民法總則，修訂四版，頁 67，台

北：元照。 
15 BGH, Urt. v. 17.3.2017 – V ZR 70/16, http://www.zjs-online.com/dat/artikel/2017_5_ 

1157.pdf. (Letzter Abruf: 08/24/2020).(Amtliche Leitsät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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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不於前項期限內為清償者，債權人得準用關於實行質權之規

定，就留置物賣得之價金優先受償，或取得其所有權。不能為第

一項之通知者，於債權清償期屆至後，經過六個月仍未受清償

時，債權人亦得行使前項所定之權利。」16 

（1）定期限通知與就留置物求償：債權人於其債權已屆清

償期而未受清償者，例如 A 在汽車修理完後，應給付 B 汽車維

修廠修理費卻不給付，即此時 B 汽車維修廠得定一個月以上之

相當期限，通知債務人 A，聲明如不於期限內清償修車費用時，

即就其留置之汽車取償（台灣民法第 936 條第 1 項前段）。 

（2）債務人或留置物所有人，如不於前項期限內清償者，

債權人得準用關於實行質權之規定，就留置物賣得之價金優先受

償，或取得其所有權。故 B 汽車維修廠可以拍賣該車，或取得

該車之所有權（台灣民法第 936 條第 2 項）。 

二、建築手工業匠人的擔保抵押權 

（一）概說 

德國民法第 650e 條（承攬人的擔保抵押權）[源於舊法第

648 條]規定：「定作人可以根據契約要求對定作人的建築用地

設定抵押。如果工作尚未完成，得要求就已執行工作相當的報酬

以及未包括在報酬中之費用設定抵押
17
。」這個條文是舊法第

                                                       
16 有關台灣承攬人留置權之說明，可參考：黃立（2003），〈承攬人之留置權〉，

《月旦法學教室》，7 期，頁 10-11。 
17  § 650e Sicherungshypothek des Bauunternehmers [entspricht § 648 a.F.]"Der 

Unternehmer kann für seine Forderungen aus dem Vertrag die Einräumung einer 
Sicherungshypothek an dem Baugrundstück des Bestellers verlangen. Ist das Werk 
noch nicht vollendet, so kann er die Einräumung der Sicherungshypothek für einen 
der geleisteten Arbeit entsprechenden Teil der Vergütung und für die in der Vergütung 
nicht inbegriffenen Auslagen ver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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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a 條的條文，僅僅刪除了（承攬人）就建築物，戶外設施或

其中一部分（…eines Bauwerks oder eines einzelnen Teiles eines 

Bauwerks）；因為新法第 650a 條規定已經在工程定義中將其納

入，毋庸重複規範18。  

經由德國民法第 650e 條，擔保了承攬人因為承攬契約所生

債權，經由就定作人之建地之擔保抵押權而得以確保。因此也對

承攬人承攬契約之先行給付義務給予某種補償19。此外，承攬人

也可能因為德國民法第 946 條規定：「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

重要成分者，不動產所有權及於此一動產20。」所導致之權利喪

失；同時導致定作人土地之增值21。不過工作物若未被受領者，

承攬人要求設定登記，就債權之存在應負釋明與舉證之責任22。 

（二）實務上的困境 

德國民法第 650e 條工程契約領域，補充了德國民法第 647

條的規範。然而在德國民法第 647 條，承攬人毋庸任何作為就自

動對定作人的動產擁有質權，在德國民法第 650e 條僅賦予承攬

                                                       
18 Busche a.a.O.(Fn. 3.), §650e Rn.1. 
19 Busche a.a.O.(Fn. 3.), §650e Rn.2. 
20 § 946BGB (Verbindung mit einem Grundstück): "Wird eine bewegliche Sache mit 

einem Grundstück dergestalt verbunden, dass sie wesentlicher Bestandteil des 
Grundstücks wird, so erstreckt sich das Eigentum an dem Grundstück auf diese 
Sache."參考台灣民法第 811 條：「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不動

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 
21 Busche, a.a.O.(Fn. 3.), §650e Rn.2. 
22 OLG Jena, 22.04.1998-2 U 1747/97(300): " Die Parteien streiten über die Eintragung 

einer Bauhandwerker- sicherungshypothek wegen Ansprüchen des 
Werkunternehmers gegenüber dem Besteller für vertraglich erbrachte und noch nicht 
erbrachte Leistungen, sowie für zusätzliche aufgrund von Nachträgen erbrachte 
Leistungen durch Dritte und Schadensersatz wegen einer Baustellenunterbrechung. 
Mangels erfolgter Abnahme trägt der Unternehmer für alle geltend gemachten 
Forderungen die Darlegungs- und Beweislast. Schadensersatzansprüche sind gar 
nicht sicherungsfähig." https://www.jurion.de/urteile/olg-jena/1998-04-22/2-u-
1747_97-_300/(Letzter Abruf: 09/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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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債法上的設定抵押請求權。如果承攬人不能成功的與定作人

就物權擔保達成共識，並取得其登記同意23，則承攬人只能以起

訴的方式請求登記24。由於此一方式對於承攬人通常急迫的擔保

需 求 ， 並 不 可 行 ， 承 攬 人 多 尋 求 以 假 處 分 （ einstweilige 

Verfuegung）將其要登記抵押擔保的債權以預告登記方式登記。

此預告登記常對不動產登記簿產生閉鎖效果，一方面可以將土地

仍可貸款之餘額（Beleihungsreserven）查封，他方面，也促使定

作人有支付報酬之動機，如此才能解開其土地可貸款之餘額。 

由承攬人因為工程契約所生請求權，依§650e 所尋求的擔

保，其實從結果上來看並不盡如人意。在舊法第 648 條的立法過

程中就已經討論過此種情況；原因是需要建造建築物的定作人，

通常向銀行申請貸款時就已經將此土地設定抵押給銀行。這意味

著承攬人要求在該建地設定抵押，在時機上已經太晚，因為此時

該建地之融資額度在銀行為建設提供資金已經用盡。 

如果定作人不是土地所有人，第 650e 條第 1 項第 1 句的規

定也沒有效果25，例如，與定作人間有總承攬人的情形。此外，

土地的擔保也往往不足夠，如定作人將土地出售給第三方，承攬

人也不受第 650e（1）條保護。 

（三）改革未能成功 

在德國民法頒行後，一直有改革的嘗試，希望能消除前述的

困境。在 1909 年工程促進擔保法（Gesetz über die Sicherung der 

                                                       
23 德國民法第 1184 條 抵押擔保：「（1）抵押權的設定，基於抵押權對於債權人

的權利以債權為前提，債權人不能將登記作為債權證明（抵押擔保）。（2）抵

押必須在土地登記冊中記載為抵押擔保。」 
24 Busche, a.a.O.(Fn. 3.), §650e Rn.3. 
25 Busche, a.a.O.(Fn. 3.), §650e Rn.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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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uforderungen（BauFordSiG）26企圖以公法上的管制定作人建

築貸款作合於目的的使用（該法第 1 條）。但由於各邦制定的施

行法並未納入原規劃的物權效力。此一規範被視為是保護他人之

法律，因此於定作人違反時，承攬人除了請求履行債權外，附帶

可以請求損害賠償。這種模式當然無法解決德國民法第 650e 條

在結構上的缺陷。 

對於承攬人之物權擔保，在 1986 年德國法學家會議

（Deutscher Juristentag），曾提出建議，被聯邦法務部設置的破

產法委員會（Insolvenzrechtskommission）所接受；建議在正式

登記抵押權之前，容許承攬人在不動產登記簿以預告方式登記。

在定作人未依正當方式使用建築貸款時，讓承攬人可以撤銷順位

在前的抵押權登記。此一複雜的方式並沒有被立法者所接受，而

是採取了德國民法第 650f 條的方式，不再以土地作為擔保的途

徑。 

（四）德國民法第 650e 條是任意規定 

德國民法第 650e 條規定（舊法第 648 條） 是任意規定，可以

被當事人以合意變更。 定作人的財務狀況於嗣後重大惡化者，則排

除本條適用之約定可能無效27。當然以定型化契約排除德國民法第

650e 條規定之適用，須受到德國民法第 307 條之內容管制。 

                                                       
26 https://www.gesetze-im-internet.de/baufordsig/BJNR004490909.html (Letzter 

Abruf: 09/06/2021). BauFordSiG, Zuletzt geändert durch Art. 1 G v. 29.7.2009 I 
2436. 修正後僅剩下第 1 條與第 2 條，其餘條文均已刪除。 

27 OLG Köln Bau R 1974, 282："§ 648 BGB kann durch die Parteien wirksam 
abbedungen werden, da es sich um dispositives Recht handelt. Ein Verzicht auf die 
Anwendung des § 648 BGB kann aber unwirksam sein, wenn nachträglich eine 
wesentliche Verschlechterung in den Vermögensverhältnissen des Auftraggebers 
eintritt. https:// dejure.org/dienste/vernetzung/rechtsprechung?Gericht=OLG%20K% 
F6ln&Datum=19.09.1973&Aktenzeichen=16%20U%2063/73 (Letzter Abruf: 
09/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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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船廠所有人的擔保抵押權 

德國民法第 647a 條（船廠所有人的擔保抵押權）：「1.船

廠的所有人可就其因建造或修理船舶所生債權，向建造中船舶28

或修理之定作人要求設定抵押權。2.如果工作尚未完成，就完成

工作相稱的部分報酬以及未包括在報酬中的費用。3.第 647 條之

規定對船廠不適用29。」 

四、建築手工業匠人的擔保 

德 國 民 法 第 650f 條 30 （ 建 築 手 工 業 匠 人 的 擔 保

Bauhandwerkersicherung31）：「（1）1.承攬人可以就定作人就

                                                       
28 Schiffsbauwerk 指建造中的船舶（im Bau befindliches Schiff）；建造中的船舶得

於完成相當的部分後，如同時也設定抵押權者，在船舶建造登記簿登記。（參

見船舶登記簿施行細則，Vgl. Verordnung zur Durchführung der SchiffsregisterO 
i.d.F. vom 30.11.1994 m.spät.Änd. (BGBl. I 3631)）Ein Schiffsbauwerk kann nach 
einer gewissen Fertigstellung im Schiffsbauregister (Schiffsregister) eingetragen 
werden, wenn zugleich eine Schiffshypothek eingetragen wird.  

29 § 647a Sicherungshypothek des Inhabers einer Schiffswerft [entspricht § 648 Absatz 
2 a.F.]:"1. Der Inhaber einer Schiffswerft kann für seine Forderungen aus dem Bau 
oder der Ausbesserung eines Schiffes die Einräumung einer Schiffshypothek an dem 
Schiffsbauwerk oder dem Schiff des Bestellers verlangen. 2. Ist das Werk noch nicht 
vollendet, so kann er die Einräumung der Schiffshypothek für einen der geleisteten 
Arbeit entsprechenden Teil der Vergütung und für die in der Vergütung nicht 
inbegriffenen Auslagen verlangen. 3. § 647 findet keine Anwendung." 

30 本條源自舊法第 648a 條。 
31 Bauhandwerker 本來是指建築手工業匠人。本文將其翻譯為工程承攬人。因為

土木包工業，在台灣依據內政部營造業承攬工程造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報淨

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額認定辦法（內政部 109.7.7 台內營字第 1090810165 號令

修正第三條、第四條之一）「第一條 本辦法依營造業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

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二條 土木包工業承攬小型綜合營繕工程造價限

額為新臺幣七百二十萬元，其承攬工程之橋樑柱跨距為五公尺以下，建築物高

度、建築物地下開挖深度及鋼筋混凝土擋土牆高度之規模範圍，由直轄市、縣

59



16 高大法學論叢 第 17 卷．第 1 期 

 

已合意也包括追加部分，而尚未付款之工作，外加相關之附屬費

用（間接工程費 dazugehörige Nebenforderungen），即原得請求

提供擔保金額外加 10％。2.第 1 句規定也適用於替代報酬的請

求。3.定作人得要求履行或已受領工作，不得排除承攬人對擔保

的要求。4.定作人得對承攬人報酬請求權主張抵銷之請求權，在

計算報酬金額時不被斟酌，但其並無爭議或已經判決確認者不在

此限。5.如擔保提供者（第三人）保留，若定作人經濟狀況有顯

著惡化的情況，該第三人得撤銷對工程給付所生債權請求權之擔

保，前提是在撤回通知到達時工作尚未施作；在有此保留之情形

其擔保仍被視為足夠。（2）1.也可以由有權在本法適用範圍內

從事業務的金融機構或信用保險人的擔保或其他付款承諾來提供

擔保。2.銀行或信用保險人向承攬人給付的前提是，定作人承認

承攬人之報酬請求權，或其報酬請求權之支付經由假執行裁定，

且符合強制執行之要件者。（3）1.承攬人必須向定作人償還保

證金的通常費用，但不得高於保證金額的 2％。2.如果由於定作

人對承攬人提出的擔保請求的抗辯，而抗辯被證明並無理由者，

則不適用。（4）如果承攬人根據第 1 款或第 2 款獲得了其獲得

                                                       

（市）主管機關擬訂，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第三條 土木包工業承攬前條

造價限額內之小型綜合營繕工程，含有本法第八條所定專業工程項目，其專業

工程項目金額符合下列各款規定者，得由土木包工業自行施作：一、含有鋼構

工程、擋土支撐及土方工程、基礎工程、施工塔架吊裝及模版工程或地下管線

工程單一工程項目金額在新臺幣三百六十萬元以下。二、含有預拌混凝土工

程、營建鑽探工程、帷幕牆工程或環境保護工程單一工程項目金額在新臺幣二

十五萬元以下。三、含有庭園、景觀工程項目金額在新臺幣二百四十萬元以

下。四、含有防水工程項目之金額在新臺幣六十萬元以下。土木包工業承攬前

項各款專業工程項目一項以上，且各項工程金額及造價限額符合前項各款及前

條規定者，土木包工業得自行施作。」很難與德國法比較，德國學界既然認為

適用上也不受 Handwerker 限制，本應依據實質內容變更翻譯。以避免業界人

士閱讀時誤解。但過度擴張也非適當，仍依字面意義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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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酬的擔保，就排除了依據第 650e 條請求擔保抵押權的權利。

（5）1.如果承攬人未能於合理期限從定作人取得依第（1）項擔

保的，承攬人可以拒絕給付或終止契約。2.如果承攬人終止契

約，承攬人有權要求約定的報酬; 但是，他必須扣除因終止契約

而節省的費用，或者通過在其他地方使用他的勞工來獲取之報

酬，或惡意不作為之費用。3.承攬人就其尚未完成的部分工作，

推定其有權獲得的約定報酬的 5％。（6）1.以下情形，不適用第

（1）至（5）項規定○1 公法人或公法上的特別財產，其資產不適

用破產程序者，或○2 消費者是根據§650i 的消費者工程契約或根

據§650u 建築開發商契約。2.第 1 款第 2 目不適用於定作人提供

資金委任的營建管理人對施工項目的監督。（7）違反第（1）至

（5）項的協議無效32。」 

（一）德國民法第 650 條 f 建築手工業匠人的定義 

建築手工業匠人（Bauhandwerkersicherung）33包括如：泥

水匠、木匠、地下工程人員、高樓技術工人、石匠、石膏板裝配

工、平板玻璃技工、玻璃工、工業工程電子技師、電工、水管工

人、設備機械工、管道安裝工、泥水匠、畫家和清漆、室內裝潢、

瓷磚、蓋屋頂、園丁和園藝師、噴水池建造工、特殊地下土建承攬

人34。在德國民法上此一涵括的職業範圍，應該限於與定作人直接

訂約之承攬人，在定義上應該接近台灣營造法上的土木包工業35。 

本條所指報酬（Verguetung）指的是德國民法第 650a 條：

「（1）工程契約法所稱之工程，是指建築物或戶外工作物的建

                                                       
32 § 650f Bauhandwerkersicherung [entspricht § 648a a.F.].  
33 Bauberufe für Gebäude- und Grundstückaustattung 
34 https://de.wikipedia.org/wiki/Bauberuf. (Letzter Abruf: 09/06/2021). 
35 台灣營造業法第 3 條第 5 款：「土木包工業：係指經向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辦理許可、登記，在當地或毗鄰地區承攬小型綜合營繕工程之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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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 Herstellung ） 、 修 復 、 拆 除 、 改 建 。 建 物 之 維 修

（Instandhaltung），若該工作物對建造、修復或約定目的之使

用 有 重 要 意 義 者 ， 也 是 工 程 契 約 。 （ 2 ） 建 物 之 維 修

（Instandhaltung），若該工作物對建造、修復或約定目的之使

用有重要意義者，也是工程契約。」這些工作的債權。 

與德國民法第 650e 條不同的是，德國民法第 650f 條也將分

包商（Subunternehmer）納入了適用的範圍。分包商得對於其業

主（主承攬商）獨立要求提供擔保，不論其是否建地所有人，只

要他們之間有承攬契約存在36。 

建築師與技師的報酬也納入了本條的適用範圍。德國民法第

650q 條第 1 項規定：「對於建築師和技師的合同，除本條另有

規定外，第 1 章第 1 節以及第 650b 條，第 650e 條至第 650h 條

的規定準用之。」有爭議的是，若建築師和技師的設計給付並未

被施作，或者並未發包，可否能準用本條規定要求定作人提供擔

保?基於本條規定之適用，並未以不動產增值為要件，只要對建

築物或戶外工作物提供給付為已足，對於尚未成為建築物之設計

也應該包括在內37。 

不 過 在 學 說 上 ， 學 者 對 本 條 的 標 題

（Bauhandwerkersicherung）並不在意，而認為其可以普遍適

用，填補德國民法第 650e 條無法適用的困境38。 

                                                       
36 Busche, a.a.O.(Fn. 3.), §650f Rn.7. 
37 Busche, a.a.O.(Fn. 3.), §650f Rn.8. 
38 慕尼黑大學 Prof. Dr. Stephan Lorenz 於 2020.5.4.在台北律師公會就 Werkvertrag 

und Bauvertrag 作專題演講之講稿指出：「承攬人可以要求確保其債權，他在客

戶的建築用地上獲得抵押擔保。在實務上不是理想的擔保工具，…因此，其他

擔保方式也是可能的（§650fBGB）。 如銀行的擔保或保證函。…」此外，

Busche, a.a.O.(Fn. 3.), §650f Rn.3.:"Zwischen den Sicherungsmittel des §650e und 
des §650f hat der Unternehmer das Wahlrecht."認為承攬人在第 650e 條與第 65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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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築手工業匠人擔保的運作方式 

德國民法第 650f 條規定規範的目的，在於改善承攬人的保

障，不同於德國民法第 650e 條規範的方針，而以其他的擔保替

代。也就是說，讓承攬人可以取得定作人的財務擔保。對此規定

的批判者認為，承攬人對定作人要求擔保，隱含了對定作人的不

信任。此外，在擔保承攬債權及改善債權執行法（FoSiG39）立

法理由中就指出，對於小承攬商面對大型定作人，本條可能無法

適用，因為他們害怕會被大型定作人刁難40；不過大型定作人陷

於給付不能的可能性不大，此種擔憂似無必要。 

對德國民法第 650f 條規定，運作方式如下：定作人未付款

者，除了原契約範圍，也包括新增工項，承攬人可以在契約的每

個階段預期之報酬（der voraussichtliche Vergütungsanspruch），

根據本條規定，要求擔保。這通常是契約金額全額的銀行擔保加

上該金額 10％間接費用 Nebenforderungen。如果定作人沒有提供

這些擔保，承攬人得停止工作並收取以前的服務加上間接費用。

與承攬人的報酬請求權相同的請求權（ Verguetungsgleiche 

Forderungen），如定作人不為依約應為之協力行為，承攬人的

補償請求權41、定作人終止合同時承攬人的報酬請求權42，以及

                                                       

條間有選擇權。只不過依據§650f（4）如果承攬人根據第 1 款或第 2 款獲得了

其獲得報酬的擔保，就排除了依據第 650e 條請求擔保抵押權的權利。 
39  Gesetz zur Sicherung von Werkunternehmeransprüchen und zur verbesserten 

Durchsetzung von Forderungen (Forderungssicherungsgesetz–FoSiG) vom 23. 
Oktober 2008. https://www.bgbl.de/xaver/bgbl/start.xav#__bgbl__ % 
2F%2F*%5B%40attr_id%3D%27bgbl108s2022.pdf%27%5D__1566804061497. 
(Letzter Abruf: 08/29/2020). 

40 Busche, a.a.O.(Fn. 3.), §650f Rn.2. 
41 德國民法第 642 條（定作人協力行為）：「（1）如施工需要定作人的協力，定作

人因不作為而導致定作人延遲受領，則承攬人可以要求適當的補償。（2）賠償

金額之決定一則取決延遲的期間和約定報酬金額，另一方面考量承攬人所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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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定作之採購與契約規範第 6 條第 6 項規定因可歸責於定作人

事由之施工障礙，承攬人之求償權43，均在得請求擔保的範圍。

但是雙方其他法律關係所生債權並不在擔保的範圍，如無因管理

或不當得利請求權等44。 

該過程分幾個階段進行： 

第一、當然雙方要有承攬契約的法律關係，至於定作人是否

土地所有人並不在考量的範圍。首先，承攬人必須設定一個合理

期限讓定作人提供保證（通常是銀行擔保）並告知若定作人未在

合理期限經過前提供擔保，承攬人有權停止工作或根本不開始工

作45。 

第二、如果定作人未在合理期限經過前提供擔保，承攬人有

權停止工作或根本不開始工作。在合理期限經過前，承攬人無此

                                                       

之費用或以勞動力用於他處獲得收益。」 
42 德國民法第 648 條（定作人終止契約的權利）：「定作人在工作完成前得隨時終

止契約。如定作人終止契約，承攬人有權要求約定的報酬; 但其因終止契約所

減省之費用或以勞動力用於他處獲得收益，應被扣除。承攬人就尚未履行的工

作推定其可取得約定薪酬的 5％。」有關德國工程契約之終止相關內容，另可

參考：葉婉如（2019），〈工程承攬契約之終止〉，《成大法學》，38 卷，頁 103-
181。 

43 德國 2016 年工程定作之採購與契約規範第 6 條第 6 項規定：「如障礙之情況可

歸責於一方當事人者，他方對於可證明之損害有求償權。但僅於一方有故意或

重大過失者，才能請求所失利益。2016, Vergabe-  und Ver t ragsordnung 
für  Baule i s tungen-Tei l  B(VOB/B), https://dejure.org/gesetze/VOB-B (Letzter 
Abruf: 09/08/2020). 

44 Busche, a.a.O.(Fn. 3.), §650f Rn.22. 
45 KG Berlin, Urteil vom 09.11.1999 - 4 U 5313/98 指出：「承攬人已要求定作人依德

國民法第 648a 條提供未付報酬的擔保，但定作人未提供此擔保，定作人在工

作完成後因缺陷未修補主張留置權者，不應無效。 因為依德國民法第 648 條

的擔保要求不能要求定作人在工作有瑕疵未修補下，仍須支付全額報酬。」

https://research.wolterskluwer-online.de/document/11d800e4-63b4-4c7c-9846-
4670f156dc5e (Letzter Abruf: 08/3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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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當然若承攬人不要求，定作人自不需提供擔保。這種請求

權在法律性質上屬於一種作為請求權（Ein verhaltener Anspruch

待行使之請求權），也就是只有債權人主張此請求權時，才會屆

至，而得要求債務人給付。請求權雖然存在，債務人卻不需履

行，而且債務人不經債權人同意也無法給付46。當然消滅時效也

自承攬人提出請求時起算。 

第三、從締結承攬契約起，承攬人均得向定作人提出提供擔

保的請求，也就是說在締約後開工前，就可提出請求。縱有施工

瑕疵未被排除，也不影響其請求權，只不過其受保障之利益，應

限於其扣除瑕疵修補費用後的部分。若剩餘工程款不多，或者並

無給付不能情形，依據本條精神應無提出請求之必要47。施工中

定作人終止契約，不影響承攬人請求擔保之權利。依據德國聯邦

法院判決48，a）即使在終止工程契約後，承攬人也可根據德國民

法第 648a 條（新法第 650f 條）第 1 項要求擔保。b）承攬人必

須在終止後就其應得的報酬舉證。c）如果計算索賠的事實要件

有爭議，則定作人必須向承攬人提供擔保，而不待爭議 終澄清

確定，但澄清爭議不會導致法律爭議延宕者不在此限。 

第四、承攬人請求工程擔保，是一種單方有待受領之意思

表示。此一請求不拘形式，但基於舉證問題，仍以書面方式為

宜。請求必須明確要求定作人限期提供擔保，以及應提供擔保之

額度，但無需指定提供擔保之方式。此時定作人有選擇權，可以

依據德國民法第 232 條49到第 239 條規定提供可能之擔保。若定

                                                       
46  https://de.wikipedia.org/wiki/Verhaltener_Anspruch (Letzter Abruf: 08/26/2020). 

Busche, a.a.O.(Fn. 3.), §650f Rn.14. 
47 Busche, a.a.O.(Fn. 3.), §650f Rn.15. 
48 BGH, Urteil vom 06.03.2014 - VII ZR 349/12, https://openjur.de/u/686132.html, 

(Letzter Abruf: 08/25/2020). 
49 德國民法第 232 條［提供擔保之種類］：「（1）應提供擔保者，得以提存現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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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按時提供擔保，則承攬人無權拒絕施作。承攬人必須向定作

人支付擔保費用，此費用不得超過每年擔保金額的 2%。 

（三）得被擔保之請求權額度 

依據德國民法第 650f 條第 1 項，承攬人得被擔保之請求權

額度為，就定作人已合意而尚未付款之工作，包括相關之附屬費

用（間接工程費 dazugehörige Nebenforderungen），加計其原得

請求提供擔保金額之 10％另提供擔保。要考量的僅是有待擔保

之報酬請求權之存在或存在可能性，至於此請求權可否強制執行

或者已否屆期，在所不問。至於定作人對承攬人有無損害賠償請

求權，對擔保額度並無影響。依據本條第 1 項規定，相關之附屬

費用（間接工程費），即原得請求提供擔保金額之 10％。如果

定作人對工作物瑕疵，有補為履行的瑕疵排除請求權存在，瑕疵

就不會影響擔保的額度50。但定作人基於瑕疵已經行使減價或解

除權者不在此限，在此情形，擔保額度應調整至剩餘之報酬金

額。 

對於總價契約（Pauschalverträge），依據的報酬為基礎之擔

保額度依據契約毫無問題。在德國工程界常見的實作實算契約

（Einhietspreisverträge）或者點工契約（Stundenlohnverträge）因

為給付內容在施工中不斷變化，可能需依據德國民事訴訟法第 287 條

作請求金額之評估51。當然在實作實算契約，除有其他因素外，僅是

                                                       

有價證券、就登記於國家債務簿或邦債務簿之債權設定質權、設定動產質權、

就登記於德國船舶登記簿或船舶建造登記簿之船舶，或建造中之船舶，設定船

舶抵押權、就國內土地上設定抵押權、就國內土地上有抵押權之債權，設定質

權，或就國內土地上之土地債務或定期土地債務設定質權等方法為之。（2）不

能以上列方法提供擔保者，得提出適當之保證人。」 
50 Ekkehart Reinelt, Ist § 648 a BGB extensiv oder restriktiv auszulegen?, BauR 

1997, S. 766 引 據 之 OLG Karlsruhe, 12.03.1996 - 8 U 207/95 
https://www.bghanwalt.de/veroeffentlichungen/vo_r21_c.htm (Letzter Abruf: 09/03/2020). 

51 德國民事訴訟法第 287 條（損害評估;索賠額度）：「（1）1 如果當事人對是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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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單價乘以實作數量，就可以得出請求給付的額度52。在使用

VOB/B 條款的總價契約，依據該約第 2 條（報酬）：「3.（1）

如依據單價所包括之工作或部分工作之實作數量不多於契約原訂

範圍 10％者，適用契約單價。（2）就超過原訂數量 10％之部

分，得依請求斟酌成本之增減為新價格之協議。」 

參考台灣工程會頒行之採購契約要項第 32 點（契約價金之

調整）53：「契約價金係以總價決標，且以契約總價給付，而其

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調整之。但契約另有規定者，不在此

限。（一）因契約變更致增減履約項目或數量時，就變更之部分

加減賬結算。（二）工程之個別項目實作數量較契約所定數量增

減達百分之五以上者，其逾百分之五之部分，變更設計增減契約

價金。未達百分之五者，契約價金不予增減。（三）與前二款有

關之稅捐、利潤或管理費等相關項目另列一式計價者，依結算金

額與原契約金額之比率增減之。」54 

德國法就承攬人實作數量不多於契約原訂範圍之 10％者，

適用契約單價；並沒有讓承攬人在此範圍內自行吸收，與前引台

灣採購契約要項第 32 點，在 5%範圍內自行吸收不同。其次，德

國法僅規定於實作數量多於契約原訂範圍 10％者，較少時沒有

規範；應該適用反推論原則，也就是條文就其他情形故意不予規定

                                                       

發生損害、損害額度或應補償之利益有爭議，法院應根據所有情況，以自由心

證決定之。 2 請求調查證據或依職權指定鑑定人鑑定，由法院自由裁量。 3
法院可依據第 452（1）條第 1 項第（2）至（4）款規定，聽取證人關於損害或

利益的說明。（2）第 1 項第 1 句，2 條的規定，除適用財產糾紛外，對在其他

情況亦可準用，只要當事人間爭議是索賠的額度，而相關情況充分披露有其困

難，其有爭議的部分之重要性與索賠不成比例。」 
52 Busche, a.a.O.(Fn. 3.), §650f Rn.24. 
53 http://lawweb.pcc.gov.tw/LawContent.aspx?id=GL000077（最後瀏覽日：01/07/2021）。 
54 此處是用 VOB/B（政府採購契約）與台灣的採購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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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則就此法律要件，不得為類推適用55，換言之，定作人仍應全

額給付。台灣的規範表面上似乎在承攬人與定作人間是對等的，實

際上對承攬人卻明顯的不利，因為在總價契約若設計單位在設計

時，對每一工項之數量均有意少編列 5%，承攬人將蒙受重大損

失。56何況在台灣採購法第 63 條第 2 項規定：「採購契約應訂明

一方執行錯誤、不實或管理不善，致他方遭受損害之責任57。」定

作人此時當然可以向設計人求償，實際上也不會有損失。 

（四）分期付款、預付款與擔保範圍 

在工程上通常的分期付款（Abschlagzahlungen）或預付款，

當然對擔保的範圍會有影響；因為承攬人的擔保利益僅存在於其

有需要的金額為限，若定作人已經透過分期付款或預付款，部分

清償了承攬人所為給付的報酬請求權，承攬人的債權擔保當然只

能限於可預見餘額的部分。 

（五）第三人提供擔保的撤回權 

依據德國民法第 650f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如擔保提供者

保留，若定作人經濟狀況有顯著惡化情況者，其得撤銷其所提供

之擔保，前提是在撤回通知到達時工作尚未施作；在有此保留之

情形其擔保仍被視為足夠。第三人提供擔保行使撤回權時，就工

                                                       
55 如立法者只希望於法律所規定的法律要件被履行時，才能產生特定的法律效果

時，換言之，就其他情形法律故意不予規定時，則就此法律要件，不得為類推

適用，亦即「明示其一者視為排斥其他」之原則或稱反推論（argumentum e 
contrario；Umkerhrschluss）。引自黃立（2005），《民法總則》，頁 45，台北：元

照。 
56 初次頒布日 1999 年 05 月 24 日，最後修正日期 2020 年 08 月 06 日；工程企字

第 1080100489 號函， http://lawweb.pcc.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0715
（最後瀏覽日：09/10/2020）。  

57 舊條文原本規定：「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或管理之契約，應訂明廠商規劃設

計錯誤、監造不實或管理不善，致機關遭受損害之責任。」新條文規定改為雙

向責任，較為公允。 

68



德國民法工程契約中承攬債權擔保之研究與台灣法制之借鑑 25 

 

作尚未施作負舉證之責。假設工程（Vorbereitungsleistungen）之

施作也視為開始工作58。如第三人行使撤回權後，承攬人仍繼續

給付，其請求權就沒有擔保了。當然此時承攬人可以重新對定作

人提出擔保請求。定作人仍未提供擔保，契約將被視為終止；或

承攬人有權拒絕施作。 

（六）例外規定 

定作人是公法人（例如，聯邦，州或地方政府），或付款人

是 自 然 人 （ 消 費 者 ） ， 而 施 作 的 內 容 是 獨 棟 家 庭 住 宅

（Einfamilienhauses）的建造或維修者，不適用本條之規定（德

國民法第 650f 條第 6 項）。 

五、拒絕提供擔保之法律效果 

（一）拒絕給付權 
德國民法第 650f 條第 5 項第 1 句規定：「如果承攬人未能

於合理期限從定作人取得依第 1 項擔保的，承攬人可以拒絕給

付…。」視為承攬人之拒絕給付的權利。也就是說，經過合理期

限後，定作人仍未提供擔保，不論是定作人根本拒絕提供所要求

的擔保，或者是定作人沒有辦法提供擔保。若定作人僅提供部分

擔保，承攬人的拒絕給付權僅限於擔保為涵括之範圍。此一權利

使承攬人得自始拒絕履行，或者停止進行中的工作59。 

                                                       
58 Drucksache 12/1836, 16: Bauleistungen neben den Leistungen, die bereits Eingang in 

das Bauwerk gefunden haben, auch bestimmte, anderweitig nicht mehr verwertbare 
Vorbereitungsarbeiten für das Bauwerk anzusehen sind, z. B. eigens für das Bauwerk 
angefertigte und bereitgestellte Bauteile. https://dejure.org/Druck sachen/Bundestag/ 
BT-Drs._12/1836 (Letzter Abruf: 09/03/2020). 

59 BGH, Urteil vom 16. 4. 2009 – VII ZR 9/08: a）如果定作人在受領後不對合法的擔保請

求提供擔保，則承攬人有權拒絕修補該瑕疵（參見聯邦法院 BGH，2004 年 1 月 22
日的判決-VII ZR 183/02，BGHZ 157，335）。如果雙方已適用 VOB/B 條款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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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終止契約 
德國民法第 650f 條第 5 項第 1 句規定：「如果承攬人未能

於合理期限從定作人取得依第 1 項擔保的，承攬人可以…或終止

契約。」也就是在此情形，承攬人有選擇權，可以拒絕履行，也

可以終止契約。隨同契約關係終止，承攬人也喪失了擔保請求

權，因為此時先行給付的風險已經不存在。此時依據德國民法第

650f 條第 5 項第 2 款：如果承攬人終止契約，承攬人有權要求約

定的報酬；但是，他必須扣除因終止契約而節省的費用，或者通

過在其他地方使用他的勞工來獲取之報酬，或惡意不作為之費

用。另外，德國民法第 650f 條第 5 項第 3 款：承攬人就其尚未

完成的部分工作，推定其有權獲得約定報酬的 5％。 

定作人未能於合理期限提供擔保，也構成德國民法第 280 條

第 1 項義務之違反：「（1）債務人違反債之義務，債權人得請

求賠償因此所生損害。如債務人對義務之違反不可歸責者，不適

用之。…」60外，原則上本條的規定應該含括了一切因為義務違

反所生損害賠償的情況。因此對於所有其他的契約類型，均不再

需要自身的請求權基礎61。 

 

                                                       

http://juris.bundesgerichtshof.de/cgi-bin/rechtsprechung/document.py?Gericht=bgh&Art= 
en&nr=47970&pos=0&anz=1 (Letzter Abruf: 09/05/2020). 

60 Otto Palandt, in: Gesetz zur Modernisierung des Schuldrecht, 61. Aufl., 2002, §280 
Rn.5：「本條也取代了不成文的積極侵害契約。德國民法對於給付不能、遲延

以及對於買賣、承攬、租賃等瑕疵擔保規定及所有債務不履行的不當規範，均

由於本條而得以修正。」關於德國民法第 280 條之詳細內容，可以參考：黃立

（2009），〈德國新民法債務不履行規定的分析〉，黃立主編，《德國新債法之研

究》，頁 115-121，台北：元照。 
61 黃立（2009），〈德國新民法債務不履行規定的分析〉，黃立主編，《德國新債法

之研究》，頁 116 以下，台北：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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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台灣就承攬人先行給付之資金周轉困境的措施 

一、預付款制度 

台灣工程採購契約範本第 5 條第 1 款預付款約定 62：

「（一）除契約另有約定外，依下列條件辦理付款：1.預付款

（由機關視個案情形於招標時勾選；未勾選者，表示無預付

款）：（1）契約預付款為契約價金總額＿%（由機關於招標時

載明；查核金額63以上者，預付款額度不逾 30%），其付款條件

如下：＿（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2）預付款於雙方簽定契

約，廠商辦妥履約各項保證，並提供預付款還款保證，經機關核

可後於＿日（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內撥付。（3）預付款應於

銀行開立專戶，專用於本採購，機關得隨時查核其使用情形。

（4）預付款之扣回方式，應自估驗金額達契約價金總額 20%起

至 80%止，隨估驗計價逐期依計價比例扣回。」 

查核金額以上者，預付款額度不逾 30%，額度有限。預付款

於雙方簽定契約，廠商辦妥履約各項保證，且應於銀行開立專

戶，專用於本採購，機關得隨時查核其使用情形。此一制度對承

                                                       
62 工程預付款及還款保證之功能與屬性等討論可參考：詹森林（2021），〈提供工

程預付款還款保證債務之不履行與契約之解除──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57 號判決之評析：主給付義務、從給付義務及附隨義務之區辨〉，《月旦裁判時

報》，104 卷，頁 5-14。該條另有以估驗款給付之約定方式，詳細說明可以參

考：陳錦芳、黃立、陳煌銘（2020），〈由法院判決看透工程採購契約講座實

錄〉，《實務研討》， A999600025 卷，頁 1-38。 
63 查核金額門檻在工程採購為新台幣（以下同）5 千萬元；財物採購為 5 千萬

元；勞務採購為 1 千萬元。 https://www.pcc.gov.tw/News_Content.aspx?n= 
3147CE21437457B2&sms=9DBAB9FE4BBD 5E1E&s=AC8BF5EA7FB616E7（最

後瀏覽日：08/2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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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人實質幫助有限，因為銀行保證各廠商均有其額度，若額度已

用完也無可能適用此一優惠。 

第一、台灣的政府採購制度是，廠商要先為給付，還要先繳

納履約保證金給定作人（機關），因此在大型工程廠商資金周轉

較有問題。德國政府採購，依據 VOB/B 也要承攬人提供保證
64。但民間工程依據德國民法第 650f 條規定，承攬人先為給付，

得要求定作人提供付款擔保。台灣民間工程卻多仿照公共工程作

法，要求承攬人提供履約保證金，對承攬人保障不周。 

具體言之，德國的 VOB/B 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1）如

協議提供擔保，除此處另有規定外，適用德國民法第 232 條至第

240 條之規定。（2）擔保用於工作依據契約執行並確保瑕疵請

求權。」第 2 項規定，「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擔保得以繳納或提

存現金、金融機構或金融保險機構之保證為之，但以該金融機構

或金融保險機構在歐洲共同體、在歐洲經濟領域條約締約國、或

在世界貿易組織會員國而有加入政府採購協定之國家內者為

限。」第 3 項規定，「承攬人得在不同方式之擔保間選擇，其得

以其他擔保代替原擔保。」第 4 項規定，「經由保證之擔保前提

為，定作人認為保證人適合為前提。保證聲明應以書面並捨棄先

訴抗辯權下為之（德國民法第 771 條）；其不得限於特定期間，

並依據定作人之規範製作。定作人不得要求保證人在首次請求時

有義務付款之保證作為擔保。」 

同條第 5 項規定，「以繳交現金方式提供擔保者，承攬人應

將該金額依據協議之金融機構存入不得提領之戶頭 Sperrkonto，

雙方當事人對該金額僅能共同處分，所生利息屬於承攬人。」第

6 項，「（1）如定作人依據協議得於付款時保留部分金額作為

                                                       
64 在德國的政府採購依據 VOB/B 第 17 條，是提供擔保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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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保， 高得保留應付金額之 10%，直到已扣滿協議之保證金額

為止。每次保留之金額應通知承攬人，並於通知後 18 日內向該

不得提領之戶頭 Sperrkonto 支付。也應促使該金融機構將此撥款

通知承攬人。第 5 款之規定準用之。（2）就較小或短期之案

件，定作人得將其保留之擔保款在決算時才存入該不得提領之戶

頭。（3）如定作人未及時存入保留金額，承攬人得定一催告期

間。如定作人仍未工作，承攬人得請求立即支付此保留款，且無

庸再提供任何擔保。（4）公共工程之定作人有權將保留款存放

於自身之保管帳戶，該金額並無利息。」 

又，第 7 項規定，「除另有約定外，承攬人於締約後 18 個工作

天內提供擔保。如其未履行此一義務，定作人有權自承攬人之得請求

款項中扣除此一協議之擔保金額。此外，第 5 款與第 6 款第 1 目第 1

句以外均準用之。」第 8 項規定，「（1）定作人對於履約未抵扣之

擔保，於協議之時點， 晚在驗收及對瑕疵請求權擔保表示意見後返

還，但定作人之請求權不在瑕疵請求權擔保範圍內者，不在此限。此

時定作人對於此一部份之契約履行請求權得保留該部分之擔保。

（2）除另有返還時點者外，定作人對於履約未抵扣之瑕疵請求權擔

保， 晚於兩年後返還。然若此時定作人主張之請求權仍未被履行

者，仍得保留該部分之擔保。」 

第二、台灣公共工程的作法，個別契約多約定，若施工進度

遲延 10%以上，定作人得暫停估驗付款。施工延宕多由於承攬人資

金調度困難，沒錢發給小包。監造卻一再催促承攬人提趕工計畫，

沒有現金提趕工計畫有用嗎，暫停估驗付款使問題雪上加霜。 

二、台灣民法第 513 條與德民法第 650e 條的比較 

（一）台灣民法第 513 條現行與修正前規定  

現行民法第 513 條規定：「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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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工作物，或為此等工作物之重大修繕者，承攬人得就承攬關

係報酬額，對於其工作所附之定作人之不動產，請求定作人為抵

押權之登記；或對於將來完成之定作人之不動產，請求預為抵押

權之登記。前項請求，承攬人於開始工作前亦得為之。前二項之

抵押權登記，如承攬契約已經公證者，承攬人得單獨申請之。第

一項及第二項就修繕報酬所登記之抵押權，於工作物因修繕所增

加之價值限度內，優先於成立在先之抵押權。」 

1999 月 4 月 21 日修正前台灣民法第 513 條原條文第 1 項規

定：「承攬人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或為此等

工作物之重大修繕者，承攬人就承攬關係所生之債權，對於其工

作所附之定作人之不動產，有抵押權。」依據舊法承攬人無需經

登記，即可就所承攬之建築物或工作物主張有抵押權，學說與實

務將此稱為承攬人之法定抵押權。 

（二）台灣民法第 513 條與德國法之比較 
比較修法後的台灣民法第 513 條與前揭新修訂的德國法，主

要可以分為二個部分討論： 

A.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工作物，或為此等工

作物之重大修繕者，承攬人得就承攬關係報酬額，對於其工作所

附之定作人之不動產，請求定作人為抵押權之登記；所以設定抵

押的標的與德國法是對工作物之土地設定抵押。而將來的地上物

原則上是土地的成分而自然為抵押權效力所及，德國法在標的上

比台灣寬鬆。也因為如此台灣法規定，對於將來完成之定作人之

不動產，請求預為抵押權之登記。產生主權利尚未發生，卻要求

對附屬權利預為登記之法理上的不合理現象。 

B.德國法縱使可於工作開始前先請求登記，但因為同一土地

時常有因地主向銀行借款，設定建築貸款抵押，而無餘額可供承

攬人設定，使其規定形同具文。台灣則因定作人多要求承攬人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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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此一抵押權設定請求權，也功能不彰。雖然台灣民法第 513 條

第 4 項規定：「第 1 項及第 2 項就修繕報酬所登記之抵押權，於

工作物因修繕所增加之價值限度內，優先於成立在先之抵押

權。」此一登記或預告登記有優先受償效力，但對何時之前可以

要求登記並無規範，在登記前透明度不高仍會有影響交易安全的

疑慮。 

（三）司法實務對承攬關係報酬之認定 

台灣 高法院 97 年度台上字第 1808 號判決；「1999 年修

正後第 513 條第 1 項規定：承攬之工作為建築物或其他土地上之

工作物，或為此等工作物之重大修繕者，承攬人得就承攬關係報

酬額，對於其工作所附之定作人之不動產，請求定作人為抵押權

登記；或對於將來完成之定作人之不動產，請求預為抵押權之登

記。 修正前，抵押權範圍為承攬人就承攬關係所生之債權，修

正後，抵押權範圍為約定報酬額。被上訴人所主張者為因承攬關

係所生之工程款債權，並非承攬人之報酬，尚難認被上訴人之系

爭債權有民法第 127 條第 7 款短期時效之適用。上訴人辯稱被上

訴人之系爭債權因短期時效而消滅，尚難認為可採。」 

民法第 490 條（承攬之定義）：「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

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

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

一 部 。 」 本 條 規 定 好 像 要 將 工 作 物 供 給 契 約

（Werklieferungsvertrag）簡化成為單純的承攬契約，但是觀察本

條條文之修正理由所指：承攬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之情

形，其材料之價額，在無反證時，宜計入為報酬之一部。如有反

證時，可另外計算，爰增訂第二項。由於公共工程契約一定有詳

細價目表，對於直接、間接工項以及利管稅（利潤、管理費與

稅）均有詳細記載，利潤以外的費用就不是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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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民法第 127 條：「左列各款請求權，因二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七、技師、承攬人之報酬及其墊款。」比較台灣民法第

509 條：「於定作人受領工作前，因其所供給材料之瑕疵或其指

示不適當，致工作毀損、滅失或不能完成者，承攬人如及時將材

料之瑕疵或指示不適當之情事通知定作人時，得請求其已服勞務

之報酬及墊款之償還，定作人有過失者，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觀察，已服勞務之報酬應該是前述利管稅中利潤的部分；承攬人

如及時將材料之瑕疵通知定作人，應該指的是材料由定作人提供

的情況。材料若係承攬人提供因定作人指示不當遭毀損，應該屬

於得請求損害賠償的部分。至於墊款是否包括工程費用或僅指如

代辦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代為申請接瓦斯管等之代墊費用，值

得考量。本人贊成將墊款做狹義解釋，也贊同前揭判決之見解。 

肆、結論 

德國立法者與司法實務對於承攬人依據契約應先為給付，所

產生之風險牢記在心。因此在立法與實務上均追求降低承攬人之

風險。台灣民法第 513 條是唯一的對承攬人保障的條文，欠缺了

類似德國民法第 650f 條的規定。台灣的建商多半要求營造廠商

拋棄此一抵押權，造成台灣民法第 513 條甚少有派上用場的機

會，將來修法的時候可以考慮做適當之修正。或可考量將德國民

法第 650f 條規定之精神納入考量，但不以建築手工業匠人(或台

灣土木包工業)的施作範圍為限。 

德國目前文獻均依據修正前之司法實務詮釋新法條文，而新

法的規範也不無缺失，將來在司法實務上若遭遇困境，可能仍有

進一步修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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