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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之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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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獨立性 

參、 一物一權主義 
一、一物一權主義之內容 
二、「一物」之認定 

肆、 案例解析 
 

甲男在自己所有之一筆土地上建有二層樓房一棟，並已辦妥

保存登記（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嗣後因與乙女結婚生

子，為增加居住空間，以改善生活品質，乃在原建二層樓房

之上增建三樓。甲男擬將增建之三樓部分贈與其妻，登記為

乙女所有，是否可以？理由何在？ 

壹、前言 

本案例解析之重點在於增建之三樓部分是否得為物權之客體。按物權

係直接支配標的物而享受其利益，並具有排他性之財產權，為便於標的物

之直接支配，其客體需具備特定性與獨立性。基於此二特性因而衍生了物

權客體的一物一權主義。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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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貳、物權客體之特性 

物權之客體需具有下列二項特性： 

一、特定性 

物權客體之特定性係指物權之標的物須為特定物而言。物權客體之所

以須為特定物，乃由於物權之對物具有直接支配力所使然。蓋若非特定物

即無從為直接支配。因此其與債權之標的係債務人之行為，非直接以物為

標的，無須具體特定者有別
1
。申言之，未具體特定之物，即僅以抽象的種

類，數量指示之物，因無直接支配之可能，只得為債權（種類之債）之標

的物，不得為物權之客體。 

二、獨立性 

物權客體之獨立性乃指物權之標的物須獨立成為一體，亦即必須是獨

立物而言。此一特性亦係基於物權之對物具有直接支配力而來。物有無獨

立性，應依一般社會經濟觀念斷之。大體而言，凡具有全面的排他支配性

與適宜的經濟上獨立性，即具有獨立性，亦即得為物權之客體
2
。準此以

言，物之一部分或構成部分原則上不得為物權之客體。例如一部汽車，不

得前半部成立一所有權歸甲所有，後半部成立另一所有權歸乙所有。蓋其

不僅難收直接支配之實益，且無從就其歸屬加以公示，以保障交易安全之

故也。惟上述原則不無例外，例如地役權得在一筆土地上之一部分設定。

又物之構成部分只要有作為一個物之外觀，並有經濟之效用者，亦得為物

權之客體
3
。 

                                                      
1 楊與齡，民法物權，頁 7。 
2 陳華彬，物權法原理，頁 54。 
3 北川善太郎，物權，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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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一物一權主義 

一、一物一權主義之內容 

一物一權主義為物權法基本原則之一，乃基於前述物權客體之特定性

與獨立性所生。其內容有二： 

（一）每一物權之標的物應以一物為原則 

如前所述，物之一部分不能成立一物權，而數個物亦不能成立一物

權。據此，單一物（如桌，椅，牛，馬）及合成物（如房屋，鑽戒）在法

律上均為獨立之物，得為物權之客體，成為一個單獨所有物。但集合物

（如牧場，圖書館）係由多數之單一物或合成物集合而成，其本身原則上

不得為物權之客體，所有權僅得存在於構成集合物之各個獨立物之上。其

所以如此者，乃在於使標的物之特定性與獨立性得以確實，而便於公示，

以維安全交易也
4
。 

（二）每一物只能存在同一內容之一物權 

物權具有排他性，因此同一物上絕不能存在二以上內容不相兩立之物

權。例如在一物上，所有權與擔保物權雖可同時併存，但不可同時存在著

二個所有權。固然，一物上得有二個以上所有人，但這並不意味著一物上

存在二個以上所有權，而是一所有權由二人以上共同享有。換言之，共有

是數人共享一物所有權，各共有人享有標的物權利之量的總合構成一個所

有權。因此，共有並未違反一物一權主義。 

二、「一物」之認定 

一物一權主義須以「一物」之確定為其前提．何為「一物」，如何認

定，即有理解之必要。 

                                                      
4 王澤鑑，民法總則，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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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有關一物之認定，在動產可依自然觀察或社會一般交易觀念定之。如

一頭牛，一枝筆，一雙鞋子，一副橋牌等，均為一物。但在不動產則為法

技術上之問題，頗難利用自然的觀察予以決定。茲分別就土地與建築物之

一物性說明之。 

（一）土地 

不動產中之土地幾乎綿延無垠，如以物理上之觀念而言，整個臺灣島

應只是「一個」土地，亦即只是一個物。但實際上，臺灣島是由無數筆土

地構成的，此乃依據社會經濟觀念，將之予以人為之劃分所致。 

依土地法第 40 條規定：「地籍整理以直轄市或縣（市）為單位，直轄

市或縣（市）分區，區內分段，段內分宗，按宗編號。」是知土地係按宗

登記，依次編定地號，以一地號為一筆土地，為一物權客體。至一宗土地

之特定部分為物權客體時，須該特定部分業經人為區劃（如設置界標），

可確定其一定之範圍，並得依有關土地法令辦理登記者，始足當之。 

（二）建築物 

不動產中之建築物與其所座落之土地，在我國是各自獨立之不動產，

亦即是二個不同之物。建築物之個數，一般社會觀念係以一棟為一個所有

權。亦即以一棟為一個物，為一物權客體。 

有疑問者為區分所有建築物。建築物區分所有是數人區分一棟建築物

而各有其一部所有權之謂。基於前述物權客體特定性與獨立性之原則，一

棟建築物被區分之特定部分須具備構造上之獨立性與使用上之獨立性，始

得為區分所有權之客體
5
。所謂構造上獨立性，係指在建築構造上可與建築

物之其他部分隔離。所謂使用上獨立性，則指具有獨立出入之門戶，可作

為一個建築物單獨使用而言。蓋若不如此，被區分之特定部分，即無從為

排他的直接支配，物權之支配內容亦就難於實現。 

                                                      
5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頁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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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案例解析 

據上所述，本案例甲男是否可以將增建之三樓部分贈與其妻，登記為

乙女所有，應視該增建之三樓部分是否得為區分所有權之客體，亦即是否

具備構造上獨立性與使用上獨立性而定。增建之三樓部分與二樓間因以地

板（由二樓觀之為天花板）相隔離，具備構造上獨立性應無問題。因此是

否有獨立出入之門戶，即成為解題之關鍵所在。申言之，增建之三樓部分

若無獨立出入之門戶，須經一，二樓部分始得出入時，因不具備使用上獨

立性，致無法作為一個建築物單獨使用，自不得為區分所有權之客體，亦

就不得登記為乙女所有。反之，得登記為乙女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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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民法典物權優先效力規定 
之施行經驗 

 
目 次 

壹、 前言 
貳、 物權對債權之優先效力 
一、物權優先於債權之原則 
二、物權優先於債權之例外 

參、 物權相互間之優先效力 
一、物權相互間優先效力之原則 
二、物權相互間優先效力之例外 

肆、 結語 
 

壹、前言 

物權是直接支配特定物而享受其利益之財產權，其性質有二：一為客

體的直接支配性。二為排他的保護絕對性
1
。基於這兩種特性，因而衍生物

權的排他效力、優先效力及追及效力（物上請求權）。其中，排他效力及

優先效力係源自物權之直接支配性，追及效力則出自物權保護之絕對性。

本文擬就其中的優先效力問題在臺灣民法典之施行經驗，加以檢討。不

過，在臺灣現行法律中，除民法典有有關物權優先效力之規定外，其他法

律，如土地法、強制執行法等亦有若干相關規定，為正確地掌握問題癥結

之所在，描繪物權優先效力在臺灣民法典施行經驗之全貌，對其他法律之

規定，似亦有一併說明之必要。 

                                                      
1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民國 81 年，頁 27 以下。又王澤鑑先生依據德國學者

Westermann 之主張，認為物權的直接支配性與保護絕對性乃源自物權財產歸屬之功

能。請參閱王澤鑑，民法物權（1），2001 年，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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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在論述上，擬依一般民法教科書所建構之物權優先效力體系，從物權

對債權之優先效力與物權相互間之優先效力兩方面分別申論之。 

貳、物權對債權之優先效力 

物權之效力原則優先於債權，但有例外。茲分述之： 

一、物權優先於債權之原則 

物權因是直接支配特定物之權利，故其客體須以獨立之特定物為限。

債權則為特定人間請求特定行為之權利，故其客體為債務人之特定行為，

債務人之特定行為若以物之給付為內容，債權人須透過債務人之給付行

為，方能達到物之支配。換言之，債權不具有直接支配物之權能。因此，

在一物上若有物權與債權競合而無法兩立時，不問物權成立之先後如何，

原則上物權有優先於債權之效力。有關物權優先於債權之效力，在臺灣民

法典之施行經驗中表現於下列情形： 

（一）某特定物已為債權之標的物，在該物上又有物權存在時，不問

該物權之成立是否在債權發生之前或後，均有優先於債權之效力。例如在

同一標的物上有債權與所有權併存時，所有權之效力優先於債權。此多發

生於一物二賣之情形，在一物二賣之場合，標的物如為動產，後買者倘已

受領該動產之交付，標的物如係不動產，後買者倘已辦竣所有權之移轉登

記，後買者均已取得所有權，其取得之所有權（物權）當然優先於先買者

之移轉請求權（債權）。亦即先買者對出賣人只能依債務不履行（給付不

能）之規定請求損害賠償，不得以其債權發生在先為由，主張後買者不能

取得標的物所有權。在不動產，先買者縱然已受領交付亦然
2
。又如甲借地

給乙使用（使用借貸），其後，甲將該地設定地上權與丙時，丙得向乙請

求交付土地，供其使用
3
。反之，若甲先設定地上權與丙，嗣後將同一土地

                                                      
2 姚瑞光，民法物權論，民國 69 年，頁 7。謝在全，同前註，頁 37。 
3 王澤鑑，同前註 1，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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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給乙使用，乙不得向丙請求交付土地。蓋物權性質之地上權優先於債權

性質之使用借貸權也。 

（二）在債務人之特定財產上有定限物權存在，就該特定財產賣得之

價金，定限物權人有優先於一般債權人受償之效力。例如甲有價值新台幣

（以下同）一百萬元之土地一筆，先向乙借款八十萬元，未以該筆土地設

定抵押，即乙以甲之總財產擔保其對甲之一般債權，乙對甲之權利僅為債

權。嗣甲又向丙借款五十萬元，以該筆土地為丙設定抵押，即丙以甲之特

定財產擔保其對甲之特定債權，丙對甲之權利則為物權。在此情形，甲之

土地雖先為乙之權利標的物，後為丙之權利標的物。惟因乙對甲之權利為

債權，丙對甲之權利為物權，丙對該筆土地拍賣所得價金即有優先受償之

權
4
。縱令債務人甲已受破產之宣告，此種優先效力，亦不因之而受影響

（破產法 98、108、112）。又如在同一不動產上，設定抵押權後，又設定

典權，抵押權人屆期未受清償，實行抵押權拍賣抵押物時，因有典權存

在，無人應買或出價不足清償抵押債權，執行法院得除去典權負擔，重行

估價拍賣，所得價金於清償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後，如有餘額，典權人之

典價，對於登記在後之權利人（如後次序抵押權人）享有優先受償權（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119號解釋）。以此推論，該典權人自亦優先於一般

債權人受償
5
。 

二、物權優先於債權之例外 

綜上所述，可知物權之效力原則上優先於債權，但有下述例外： 

（一）預告登記之優先效力 

所謂預告登記，係指預為保全對於他人不動產物權變動請求權所為之

登記，其目的在防止登記名義人對不動產物權為有礙於保全請求權之處

分，以保護請求權人之權益
6
。依臺灣土地法第 79條之 1第 1項規定：「聲

                                                      
4 李肇偉，民法物權，民國 68 年，頁 34。 
5 謝在全，同前註 1，頁 37。 
6 溫豐文，土地法，2002 年，頁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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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保全下列請求權之預告登記，應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名義人之同意書為

之：一、關於土地權利移轉或使其消滅之請求權。二、土地權利內容或次

序變更之請求權。三、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權。」同條第 2 項規定：「前

項預告登記未塗銷前，登記名義人就其土地所為之處分，對於所登記之請

求權有妨礙者無效。」據此，請求不動產物權變動之債權，若經預告登

記，其效力優先於物權
7
。申言之，有關不動產物權移轉（變動）之請求

權，經預告登記後，登記名義人雖仍得將其不動產物權讓與他人，但該項

讓與，對於預告登記所保全之請求權有妨礙者，無效。亦即預告登記之權

利人得以不動產物權變動之請求權已為保全登記為由，對抗受讓人。例如

甲出賣土地與乙，而為移轉請求之預告登記後，仍得將其所有權讓與丙。

丙雖得對抗任何人，但不得對抗乙。乙之移轉請求權（債權）優先於丙所

取得之所有權（物權）。這與前述一物二賣，先買者因未辦理預告登記，

致後買者所取得之所有權優先於先買者之移轉請求權之情形，迥然不同。

不過，上述案例，若甲與乙之間的買賣契約無效，或乙之請求權因契約解

除等原因而不復存在時，甲就該地所為之處分，因不生妨礙乙之請求權的

問題，甲讓與土地予丙則確定有效
8
。 

由上述可知，預告登記可以說是不動產物權變動頗為重要之制度。惟

不動產物權變動之請求權經預告登記後，除具備優先效力外，尚有保全效

力及擔保效力之功能。在日本，有關預告登記，規定在不動產登記法第 2

條
9
，是一極為被廣泛利用之制度，學界對之所作之論述，尤其是有關預告

                                                      
7 請求不動產物權變動之債權，經預告登記後，具有優先效力，在日本是通說。請參閱

舟橋諄一‧德本鎮編，注釋民法（6）‧物權（1），有斐閣，平成 12 年，頁 12。篠塚

昭次編，判例コンメンタール‧民法Ⅰ，三省堂，昭和 52 年，頁 551。鈴木祿彌，

物權法講義，創文社，昭和 50 年，頁 81。林良平，物權法，青林書院，1986 年，頁

20。臺灣學者史尚寬先生亦作如是主張。史尚寬，物權法論，民國 68 年，頁 9。但

姚瑞光先生認為「預告登記有使土地權利人所為之處分歸於無效之效力，根本並無物

權優於請求權（債權）之意義存在，故與物權優先於債權之效力無關」。姚瑞光，同

前註 2，頁 10。 
8 王澤鑑，同前註 1，頁 131。 
9 日本不動產登記法第 2 條：「假登記於下列場合為之：一、登記申請必要手續之條件

尚未具備時。二、保全前條所揭權利之設定、移轉、變更或消滅之請求時。前項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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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擔保（假登記擔保）制度之論著不少。但在臺灣的施行經驗中，利用

預告登記以保全不動產物權變動請求權之案例不多，一般物權法教科書亦

多未予詳論
10
。因此在臺灣，預告登記之法律問題是一有待積極開拓且深

耕之法學領域。 

（二）租賃權之優先效力 

臺灣民法典對租賃關係，係仿德、日立法例，將之規定為純粹的債之

關係（台民第 421條～第 463條之 1），承租人對租賃物並不取得物權。因

德、日兩國法律有關租賃權優先效力之規定頗值借鏡，因此欲瞭解臺灣民

法典上有關租賃權優先效力之規定及施行經驗，對德、日立法例有先略予

說明之必要。 

1. 德、日立法例 

德、日兩國民法將租賃權規定為債權，在理論上，債權不應有優先效

力，亦即租賃權不應有對抗第三人之效力。出租人若讓與租賃物於第三

人，承租人只能依債務不履行之規定來處理，無從執租賃契約對抗受讓

人。1896 年（明治 29 年）公布，1898 年（明治 31 年）施行之日本民法

典採買賣破租賃（Kauf bricht Miete；賣買は賃貸借を破る）原則，其意在

此。雖然日本民法第 605 條規定：「不動產租賃若經登記，得對抗以後之

物權取得人。」但依此所為之不動產租賃登記，需有出租人之協力始得為

之，承租人自身無法單獨申請登記，以取得租賃權之對抗力。因此，上開

條文規定並未使日本民法因而脫離買賣破租賃原則之範疇
11
。由於此一原

則之施行，日本於 1906-1908 年（明治 39-41 年）間，造成了「地震買

賣」的嚴重社會問題。即 1904-1905 年（明治 37-38 年），日本因日俄戰爭

                                                                                                                                  
權附始期或附停止條件或其他應於將來確定時，亦同。」 

10 有關預告登記之論文，請參閱張龍文，預告登記與異議登記，預告登記若干問題，收

錄於民法物權實務研究，東亞法律叢書（三），頁 149、170。蔡明誠，預告登記之意

義與效力，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34 期，頁 127。 
11 幾代通‧廣中俊雄編，注釋民法（15）‧債權（6），有斐閣，平成 11 年，頁 184。我

妻榮，債權各論（中卷一）岩波書店，昭和 49 年，頁 4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