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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總則）～】講義 

【申論題答題模式】 

◎標題部分： 

一、本題中涉及第三人詐欺之爭點，茲分述如下： 

一、本題中甲是否得向丙主張損害賠償，茲分述如下： 

一、本題中甲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向乙主張不當利益之返還，其理由分述如下： 

 

◎第 1小點部分(把相關法條臚列)： 

1.按民法第 92條之規定，……….。 

1.按民法之規定，……….。 

 

◎第 2小點部分(把題目的事實涵攝、說理)： 

2.本題中，甲詐欺乙向丙為出售房屋，甲該當上開法條之第三人債欺，因此乙是否得得撤銷

受債欺之意思表示，需視丙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然據本題題揭所示，丙應屬不知悉詐欺

之情事，故…….。 

 

◎第 3小點部分(結論)： 

3.綜上所述，本題中由於丙非屬明知或可得而知債欺之情事，故依民法第 92條之規定，乙無

由撤銷其受債欺之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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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鳥瞰民法典 

【本章考試重點】 

本章考試重點多著重於相關專有名詞之內涵，若可確實了解相關名詞，則不僅在作答上，將極

為簡單，同時也將有助於民法後續之學習。 

第一節 民法體系概說 

我國民法高達一千多條，其中主要共分成五篇，分別為總則編（§1~§152條）、債編（§153~§756-9

條，其中又可分為通則§153~§344，通稱為「債編總論」及各種之債§345~§756-9，通稱為「債編

各論」）、物權編（§757~§966）、親屬編（§967~§1137）以及繼承編（§1138~§1225），綜觀

我國各類法典，民法無論就體系或條文數目而言，都屬較為繁雜和龐多，因此對於考生而言，應

適度加以練習和了解各該法條之內容。 

【筆記區】 

 

 

第二節 緒論 

一、私法自治三原則及其修正 

自 1804 年拿破崙法典頒布以來，即奠立近代民法之三大原則，分別為契約自由，所有權絕

對及過失責任。但隨著工業革命、科技時代及三原則交互影響的結果，近代民法對此三原則也適

度的有所調整。 

（一）契約自由原則修正為「強制締約」之概念與「定型化契約條款」之規制：契約自由雖

強調個人享有以自己責任，決定其私法關係之自由，對於是否締約、與誰締約、何時

締約、締約內容為何等，皆享有自主之空間，惟鑒於少數具有公共性資源者，若肯認

少數人可獨佔而不加以分享，則無疑將使整體社會福祉受到影響，因此導入「強制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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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之概念，此外，為恐少數具有締約能力者，藉此談判優勢而增加許多不平等或有

失公平之條款於締約之內容中，因此亦導入「定型化契約條款」之規制，此可參見民

法§247-1與消費者保護法§12
1之規定，乃至於醫師法相關規定。 

（二）所有權「絕對化」修正為「相對化」：所有權之相對化，具體法條表現於為下列情況： 

１、保障動態交易安全之「善意受讓」制度（民法§759-1II、§801、§948I本文）優先

於靜態交易安全之「所有權絕對化」。 

２、所有權具有其「社會化」，物之所有權不應僅著眼於所有權人之利益，更應考量到

社會整體經濟利益之最大化，例如：民法§787袋地通行權便屬適例。 

（三）過失責任原則修正為「無過失責任」的出現：近代民法為了保障個人活動的自由，原則上

採用過失責任主義。但於鐵路、汽車、飛機等高速交通工具的發展以及礦業、電力產業、

石油化工等擁有危險設備或者排放有害物質的大企業的出現，產生了大量的受害者群體，

同時，由於企業使用高度複雜的技術進行生產，所以要認定企業的過失存在技術上的難

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堅持過失責任原則，事實上就是放棄了對受害者的救濟。因此遂

產生「無過失責任」（Liability Without Fault）之態樣，申言之，在損害發生的情況下，

縱行為人無故意或過失時，仍應就此損害負起損害賠償的責任。 

� 延伸概念-
過失責任之態樣說明： 

關於歸責之原理，其演進過程如下： 

結果責任�過失責任（具體輕過失、抽象輕過失、重大過失、故意、推定過失）�

無過失責任（衡平責任）2
 

                                                      
1 消費者保護法第 12 條規定：「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對消費者顯失公平者，無

效。定型化契約中之條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推定其顯失公平：一、違反平等互惠原則者。

二、條款與其所排除不予適用之任意規定之立法意旨顯相矛盾者。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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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Q：何謂「過失責任」、「無過失責任」、「中間責任」與「衡平責任」？請就民法之規定，

舉例說明之。A：過失責任乃行為人就自己行為所導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反之若行為非出

於過失，行為人已盡注意之能事時，縱有損害亦不負賠償責任。如民法 184 條 1 項前段「因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行為人需有故意或過失致他人權

利受損時，方負損害賠償責任。無過失責任，指在損害發生的情形下，既使行為人不存在故

意或過失，也需要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所謂中間責任（又稱推定過失責任），為介於過失責

任與無過失責任間之一種責任類型。中間責任先推定加害人有過失，而加害人就其無過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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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結果責任：以行為之結果為準，不問行為人是否有過失。惟現行法律已不採。 

2.過失責任：乃行為人就自己行為所導致之損害，負賠償責任，反之若行為非出於過失，

行為人已盡注意之能事時，縱有損害亦不負賠償責任。如民法 184條 1項前段「因故意

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行為人需有故意或過失致他人權利

受損時，方負損害賠償責任，此種歸責責任乃係現行法中，多數之規定。而過失責任依

其程度不同，又可區分成下列之態樣： 

(1)抽象輕過失
3：即應盡善良管理人之注意，然確未注意。惟善良管理人之注意4應當依

事件之種類、行為人之聯繫、危險之大小、被害利益之輕重，而有差異，並非齊一而

觀，並且認為專門職業領域，其是否違反注意義務的判斷，應當以該職業通常應有的

熟練與技能為斷。 

(2)具體輕過失
5：即應盡與處理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此種狀況多發生於無償契約之

狀況。惟為維護交易之安全，以保護債權人之利益，除民法第 223 條規定：「應與處

                                                                                                                                                                                

舉證責任，為舉證責任之倒置。例如依民法 187 條 1 項規定，法定代理人之負賠償責任，並

不以故意過失為積極要件，近似無過失責任。然依同條第 2 項規定，法定代理人又可舉證其

監督並未疏懈或監督之疏懈與損害之發生無因果關係，以求免責，則近似過失責任，故民法

187條 1項 2項之規定為中間責任適例也。再者如民法 191條工作物所有人責任亦屬中間責任

之責任類型。又所謂衡平責任，係指行為人雖無過失，然為平衡雙方當事人之利益，仍令行

為人負責之規定。衡平責任之立法目的乃在保障經濟弱勢者，乃立法政策之結果。如民法 187

條第 3 項「如不能依前兩項規定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被害人之聲請，得斟酌行為人及其法

定代理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行為人或其法定代理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民

法 188 條 2 項「如被害人依前項但書之規定，不能受損害賠償時，法院因其聲請，得斟酌僱

用人與被害人之經濟狀況，令僱用人為全部或一部之損害賠償」均為適例。 

3
 舉例而言，民法第 432條第 1項規定：「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

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第 468 條第 1 項規定：「借用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保管借用物。」即屬適例。 

4
 學者王澤鑑謂「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乃通常合理人之注意，屬一種客觀化或類型化的過失標準，

即行為人應具其所屬職業（如醫生、建築師、律師、藥品製造者），某種社會活動的成員（如

汽車駕駛人）或某年齡層（老人或未成年人）通常所具的智識能力。」參見王澤鑑，《侵權

行為法：基本理論之一般侵權行為》，自版，2003年 10月，第 296頁。 

5
 舉例而言，民法第 535條前段規定：「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自

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為之。」、第 590條前段規定：

「受寄人保管寄託物，應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為之。」即屬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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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者，如有重大過失，仍應負責」，使債務人於欠缺普通人之

注意時，縱與處理自己之事務為同一注意，仍須負責。 

(3)重大過失
6：即顯然欠缺普通人之注意者。惟須注意者乃係按民法第 222條規定：「故

意或重大過失之責任，不得預先免除。」故若預先約定免除之，則將有違強行法規及

公序良俗，亦屬無效之約定，但若事後之拋棄，則非法所不許，併予敘明。 

3.故意責任：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 

4.中間責任（又稱推定過失責任）：介於過失責任與無過失責任間之一種責任類型。中間責

任先推定加害人有過失，而加害人就其無過失負舉證責任，為舉證責任之倒置。例如依

民法 187條第 1項規定，法定代理人之負賠償責任，並不以故意過失為積極要件，近似

無過失責任。然依同條第 2項規定，法定代理人又可舉證其監督並未疏懈或監督之疏懈

與損害之發生無因果關係，以求免責，則近似過失責任，故民法 187條第 1項、第 2項

之規定實為中間責任之適例也。 

5.無過失責任（又稱危險責任）：以特定危險之實現為其歸責事由，而非以行為人之故意過

失為其要件。乃係基於「分配正義」之思想而將不幸之損害合理分配。其主要考量理由

為：危險製造源、控制危險能力、損益同歸、責任分擔、企業經營者可透過價格與保險，

分散其承擔危險責任而可能生之損害賠償。舉例而言：民用航空業者基於其可透過保險

等制度來分攤分享，故立法者於民用航空法第 89條規定：「航空器失事致人死傷，或毀

損他人財物時，不論故意或過失，航空器所有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其因不可抗力所生

之損害，亦應負責。自航空器上落下或投下物品，致生損害時，亦同。」課予航空事業

業者無過失責任。 

 

    其中就無過失責任、抽象輕過失、具體輕過失、重大過失而言，以無過失責任之

責任最高，抽象輕過失次之、具體之過失再次之，而重大過失責任則係注意程度

最低，債務人之責任亦最輕。 

     

  而就各該法律關係，倘法律無特別規定，而當事人亦未為約定時，則依民法第220

條第2項之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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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其予債務人以利益者，則以利益之大小而定其輕重。 

 

                                                      

6
 舉例而言，民法第 175條規定：「承管理人為免除本人之生命、身體或財產上之急迫危險，而

為事務之管理者，對於因其管理所生之損害，除有惡意或重大過失者外，不負賠償之責。」、

第 237條規定：「在債權人遲延中，債務人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負其責任。」即屬適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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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倘若債務人對於其代理人或使用人之故意過失行為，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依

民法第224條前段之規定：「債務人之代理人或使用人，關於債之履行有故意或過

失時，債務人應與自己之故意或過失，負同一責任」，其法理在於既然想有擴大

生活領域之便，則自應承擔其所帶來之不利益。 

 

 

【筆記區】 

 

 

 

◎牛刀小試 

1.甲醫師對於急症患者拒絕醫療，違反契約法上的何種義務？ 次給付義務 強制締約

義務7 附隨義務 從給付義務。【99年不動產經紀人民法選擇題第6題】 

答案為。 

2.依過失程度的輕重區分，若欠缺「善良管理人」應有的注意義務者，是為下列何者？ 

重大過失 故意 具體輕過失 抽象輕過失。【92年不動產經紀人民法選擇題第9

題】 

答案為。 

 

 

◎申論題練習 

民法上規定之過失有幾種？請分別說明其意義並比較其責任之輕重。又民法第88 條第1項

規定，意思表示之內容有錯誤，表意人得將其意思表示撤銷之。但以其錯誤非由表意人自

己之過失為限。茲所稱過失，係指何種過失？【101年地政士民法第1題】 

 

                                                      

7
 強制締約係指「個人或企業負有應相對人之請求，與其訂立契約之義務，亦即對於相對人之要

約，非有正當理由不得加以拒絕承諾，違反者須負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或同條第 2 段之

侵權責任」。現實生活中，強制締約之情況，多發生於公用事業（電業、自來水、鐵公路等）

或醫療契約（非有正當理由，不得拒絕診療），而強制締約亦是契約自由原則之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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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一)民法上所謂「過失」係指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能注意而不注意或雖預見其能

發生，而確信其不發生者，即足當之，意即行為人違反期注意義務者，即可謂該當民法上之

「過失」。惟過失按其欠缺注意之程度不同，可區分為： 

1.重大過失：係指行為人顯然欠缺一般人之注意者，意即若行為人僅需輕微之注意即可避免

損害，竟怠於注意，即屬之。 

2.具體輕過失：係指行為人欠缺與處理自己事務為同一注意，意即以行為人處理自己一定事

務向來所用之注意為判斷有無過失之標準。 

3.抽象輕過失：係指行為人欠缺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即言之，依交易上一般觀念，認為

有相當知識經驗及誠意之人之注意，為判斷有無過失之標準。 

4.綜上所言，債務人如僅就重大過失負責，其責任最輕，如須對抽象輕過失負責，則責任最

重。 

(二)有關於民法第88條第1項所規定表意人欲撤銷錯誤意思表示，須以非由表意人自己之過失者

為限，在此所稱之「過失」之標準，於我國學說及實務上容有不同見解，茲分述如下： 

1.按民法第88條第1項表意人對於意思表示錯誤之撤銷，須以表意人無過失為要件。就本條

所謂「過失」之標準，實務有採「具體輕過失」之標準，惟學說通說見解則採取「抽象輕

過失」。 

2.管見以為上述兩說皆有所常，惟撤銷錯誤意思表示乃係給予表意人例外就已合法生效之意

思表示為救濟，是以，為平衡相對人之信賴利益，不宜過度放寬過失之標準，同時兼顧表

意人之意思表示自由，因此採取「抽象輕過失」之標準較為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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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權利之譜系 

（一）依照客體區分： 

     財產權    物權：包含所有權、用益物權（如地上權）、擔保物權（如抵押   

          權），物權係一種具對世效之絕對權，即言之，有此權利 

          者，可主張一般人不得侵害其權利。 

              準物權：非民法上的物權，而係在法律上視其為物權，因而準用 

           民法關於不動產物權的規定者，例如礦業權、漁業權屬 

            之。 

          債權：一方當事人得請求他方當事人為一定行為（作為或不作為）  

        的私法上權利，有別於物權，債權僅具相對性，其衍生出 

         債之平等性概念。 

 

非財產權    人格權：人格權乃構成人格不可缺少之權利，亦即存在於權利 

人自己人格上之權利，例如生命、身體、健康、名譽、 

自由、信用、隱私、貞操、姓名、肖像等權利均屬之， 

民法第 195條第 1 項可茲參照。 

      身份權：身分權乃二個權利主體間，基於一定身分關係所發生 

          之權利，且此相對人之人格利益為內容者，如父母與  

          子女、夫與妻、家長與家屬、監護人與受監護人等身  

          分關係，民法第 192條第 1 項、第 194條第 1 項參照。 

 

 

最新考題觀摩 

1.甲有房屋一棟，先後和乙、丙成立買賣契約，但卻將該屋交付予乙，而將其所有權移轉登

記給丙。請附理由說明乙、丙得如何主張權利？【103年地政士民法第 2題】 

 解題重點：一屋二賣所衍生出債之相對性、平等性以及債務不履行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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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區】 

 

 

 

 

◎牛刀小試 

1.甲出售其A地於乙，乙之價金尾款尚未付清前，甲又再度將該地出售於丙，並交付該地給

丙占有。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基於債權優先性原則，乙得請求丙交付土地 基於債

權相對性原則，乙不得請求丙交付土地 基於債權的支配性，乙得請求丙交付土地 

基於誠信原則，乙得請求丙交付土地。【100年司法官第一試民事法第15題】 

答案為。 

 

 

� 延伸概念─「人格權之保護」 

關鍵法條： 

第 18 條（人格權之保護） 

（第一項）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

之。（第二項）前項情形，以法律有特別規定者為限，得請求損害賠償或

慰撫金。 

【解析】：本條不以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為要件，但仍需以人格權受侵害具有「不法

性」為前提，通說以「法益衡量」為判斷標準。 

第 19 條（姓名權之保護） 

姓名權受侵害者，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並得請求損害賠償。 

第 195 條（侵害身體健康名譽或自由之非財產上損害賠償） 

（第一項）不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不法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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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

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第二項）

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

已起訴者，不在此限。（第三項）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

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準用之。 

【解析】：本條即屬第18條第2項之法律有特別規定者。 

 

內涵： 

（一）人格權之意義：以權利人之人格利益為標的之權利。 

（二）人格權之保護 

1.一般規定： 

（1）權利之保護：民法對於權利之保護可能有下列三種─ 

請求除去侵害：請求法院使相對人停止侵害行為，如果相對人之行為有

侵害權利疑慮，也可以請求停止（民法第18條參照）。 

請求損害賠償：請求法院使相對人填補侵害行為所造成之損害，可以分

為財產上之損害賠償與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民法第184條、第227-1條

參照）。 

不當得利請求權：社會經濟活動的擴大，科技的發展，特定人格權（例

如：姓名權或肖像權）既已進入市場而商業化，具有一定經濟利益的內

涵，應肯認兼具有財產權的性質。 

（2）人格權之保護： 

不作為請求權（民法第18條第1項參照）： 

（a）侵害除去請求權：人格權受侵害時，得請求法院除去其侵害；（b）

侵害防止請求權：人格權有受侵害之虞時，得請求防止之。 

請求損害賠償 （前提係已構成民法第184條侵權行為）： 

（a）財產上之損害：原則上先請求回復原狀（民法第213條參照），無

法回復時則請求金錢賠償（民法第214、215、193條參照）； 

（b）非財產上之損害（如被性侵害後心靈的痛苦）：須法律有明文規

定8，方得請求（民法第18條第2項參照）； 

（c）不當得利請求權：因社會經濟活動的擴大，科技的發展，應肯定

                                                      

8
 法有明文規定者，例如：姓名權（民法第 19條參照）；生命權（民法第 194條參照）；身體、

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民法第 195

條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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