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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留置權作為民法擔保制度之一項重要內容，法律之所以設置留置權制

度，係在於謀求民法公帄正義觀念與對等正義原則。留置權作為法定擔保

物權，縱觀各國留置權制度規定，與大陸《擔保法》及《物權法》等法律

規定之留置權制度相比較，吾人得以發現大陸留置權制度規範仍然存在著

完善之空間，此些缺陷之存在並不利於保護債權人債權，並且大幅降低留

置權制度之整體效率。大陸借鑒台灣之物權編立法，惟其中卻多有不同，

於留置權相關立法上仍有待完善之空間，有必要對大陸留置權制度進行研

究，並詴圖提出大陸留置權制度之改善空間。此不僅具有重要之理論意

義，並且對於保障債權人債權之實現亦具有現實價值。 

本文自留置權之發展淵源觀察，於相關概念上之比較基礎明確留置權

之概念。分別介紹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留置權制度之立法例，並側重自實

質層面上對各國留置權制度進行比較分析。比較借鑒全球範圍之留置權立

法，並作出相應分析。 

本文並提出成立留置權之積極條件與消極條件，對占有、牽連關係等

概念進行界定;例如留置物之範圍不以動產為限;應設立留置權之善意取

得制度及緊急留置權制度，以明確留置權人及留置物所有人之權利、義務

等等。 

關於留置權，大陸 1995 年《擔保法》第 84 條規定：「因保管合同、

運輸合同、加工承攬合同發生的債權，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的，債權人有留

置權。法律規定可以留置的其他合同，適用前款規定。」1999年《合同法》

又重複規定於保管、貨運、承攬合同中適用留置權，並且增加倉儲、行紀

兩類合同。因此，多年來於大陸民法上適用留置權之情形，僅限於上述五

種合同。惟，大陸《物權法》對留置權之適用範圍，採取開放式之立法態

度。依《物權法》第 230條、第 232條規定，大幅擴大了留置權之適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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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大陸留置權制度之主要規定在於《民法通則》、《擔保法》、《合同法》

及《物權法》等法律中。雖然大陸《物權法》係經過長期醞釀始頒佈，惟

在留置制度之規定上，與國外以及台灣有關留置權制度相比，大陸留置權

制度之規範尚仍有待完善之處。因此本文於各文末針對大陸留置權之成

立、類型、消滅、時效各別提出缺失與建議。 

 

關鍵字：留置權、擔保物權、占有、中國大陸物權法、善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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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en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institution in civil law, which is set the 

“lien institution” for seeks fair, justice sense and “the reciprocity principle 

of justice”. Lien is owed a situation of the security between the real rights 

granted and the theory of Chinese real estate through the method, which 

makes the general survey to the rule of lien institution in common law in 

each countries, to compare with the rules in Chinese lien and the 

connecting Chinese legal system in civil law under “the Guaran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al Estate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other regulations.  

Meanwhile the essay provides the viewpoints to resolve to appear a 

lag from the legal rules on lien’s institution which to discovers a 

disadvantageous fault for protecting the obligatory right is belonging to 

creditors in Chinese civil law, and under this theory, almost efficiencies of 

lien institution had to be reduced. Under the theory, this essay could 

provide a principle which has stand on the necessary serious researches of 

the Chinese lien institution, and goes ahead to research on the perfection 

on Chinese lien institution. The above statements are not only involved to 

the central and/or statement in the thesis, but also to guarantee the 

obligatory rights on creditor for more reality legal values in social 

legislative development.  



 IV 

The essay investigates the original developmental on lien, which 

explicating to the comparative dialogues to relating the legal conceptions 

in all kinds of liens in Chinese legal civil system. In the second part, the 

thesis drafty introduces the institutions on lien for anglicizing and 

comparing with necessary theories with the connecting legislations of 

United State and some others developed counties, as Japan and Taiwan to 

be referencing for the study of research in this thesis. Under the research 

theory, this essay provides and discoveries the following viewpoints: a) to 

provide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instructed item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n lien right, b) to define the legal opinions and relation of the “civil 

rights on occupation” and “civil right on involvement” in Chinese real 

estate law, as the content of lien right shall be limited on the real estate in 

right, and c) to set up the legal system for the instructors of the “ to obtain 

in goodness” and “lien on urgency” to defining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under liner(s).  

 

Keywords: lien, legal guarantee interest, the release law of PRC, to 

obtain in goodness, lien on urg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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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動機 

中國大陸自八 O 年代決定其在計畫經濟政策下採取改革開放政

策後，在經濟發展上變積極以吸引外資投資為其經濟發展主要政策，

直至九 O年代後，更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為解決伴隨經濟發

展下所衍生之所有權問題。中國大陸於 2007 年立法通過《物權法》，

作為對其民法體系下涉及所有權制度之相關民法問題，以及伴隨中國

大陸經濟快速發展下，所衍生之相關迫切需要規範之問題予以規定。

然《物權法》所規範之擔保物權制度，其目的在於保證資金使用關係

之效率及安全性。經濟之長期穩定發展，尌事實上，相當程度上涉及

其能否不斷滿足該國之各種企業型態之商業經營模式下對資金之需

求。以先進國家之經濟發展為例，市場經濟體制下之資金供給主要以

採取融資之方式進行，然其頇考慮相關融資風險之問題，即金融機構

之合法權益能否予以合法保障之問題。如欲切實保障金融機構為債權

人之合法權利，則頇確保金融機構在經濟環境在正常或變動之情事

下，皆能按期收回其貸款本金和利息，並儘可能降低與避免不良債權

情事之發生。則此則頇賴於擔保物權制度之完善性為基石。 

台灣自開放赴大陸探親後，對大陸直接或間接投資之台商與日增

加。至近年，政府雖一再呼籲「戒急用忍」與「根留台灣」之政策，

但台商赴大陸投資、設廠之數量仍為數可觀，自 2008年 5月 20日政

黨輪替後，政府即不遺餘力推動兩岸經貿互動，在可見之未來，兩岸

之商業經濟往來必將更為頻繁。 



 2 

然並非所有赴大陸投資之台商皆非常順利，由於大陸在經濟上有

其市場競爭之特殊法治環境與機制，在經濟快速發展下，市場風險問

題日漸浮現，如天下雜誌針對百大企業之意見調查為例，赴大陸投資

所面臨之問題，則約近七成六之受訪者表示在大陸投資遇到最大之困

難為「法令不明」，其餘為行政效率低落、融資不易、自由化程度低、

人力素質差、基礎設備不足、國際化程度低、社會治安差及政治不穩

定等因素。然而，在大陸改革開放前後，確實有法令規範不明之狀況，

但近年來大陸積極進行法制現代化，相關投資規範與經濟立法已逐漸

建立，雖然有其主客觀因素之缺失，但相關規範已足夠提供投資者作

為投資決策之依據，台商之所以仍會感到「法令不明」，實際原因多

為台商本身並未深入瞭解相關法律之規範所致。 

本文鑒於台商赴大陸投資、設廠，對於如何從市場上獲取所需之

資金及債權保障之需求殷切為目的，另多數台商對大陸之相關融資規

範認識有限，致使其投資風險相對提高，故以大陸擔保物權制度為題

予以相關研究，使台商除可充分運用現有制度尋求融資擔保外，在大

陸也可借其對《擔保法》規定之認知，在合法範圍內靈活運用其資金，

以降低投資風險。然在大陸擔保物權制度中，留置權為物權擔保制度

之一，但在《物權法》頒佈前少有被提及，本文希望借由對大陸留置

權制度之研究予以另一思路，以利應用。加上近年大陸由於《物權法》

之通過與司法實務上不斷發展，其對留置權之有關規定已進行修正其

過去僅仰賴《合同法》與《擔保法》及少數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及

回覆意件之不足，然其結果是否恰當，及將產生何等影響，亦是本文

研究之範圍，本文並以專節論述兩岸不同之相關留置權立法，以期為

兩岸於此之相關研究有所助益。 

研究目的 

本論文研究目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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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逐一探討大陸留置權涉及之各層面，並對其優缺點予以分析

闡述，詴予以對大陸留置權制度建立建言之完善。 

2. 研究大陸留置權之相關設計與規定。關於留置權，大陸立法

有其之變遷過程。即以 1995年《擔保法》第 84條之規定：「因

保管合同、運輸合同、加工承攬合同發生的債權，債務人不

履行債務的，債權人有留置權。法律規定可以留置的其他合

同，適用前款規定。」而 1999年頒佈之《合同法》又予以重

複規定於保管、貨運、承攬合同中適用留置權（《合同法》第

380條、第 315條、第 264條），且增加了兩類契約類型，即

倉儲與行紀合同（《合同法》第 395 條、第 422 條）。因此，

於大陸民法上適用留置權的情形由於《合同法》之法定，而

僅限於此五類之民事契約種類。但《物權法》對留置權之適

用範圍採去開放式之立法。依《物權法》第 230 條、第 232

條之規定，僅需符合留置權之法定構成要件，債權人即可主

張留置權之適用；放鬆商事留置（即企業間之留置權）之產

生要件要求；留置權所擔保之物件不僅限於民事契約債權範

圍，而包含所有之民事債權種類，亦不再限制民事契約之類

型；更明顯著之變化為，規定除非法律規定不得留置及當事

人約定不得留置之法定範圍內，僅需符合留置權之產生條

件，均可主張留置權之類推適用。因此，留置權之適用範圍

予以類推擴大。本文希望以大陸留置權之立法變化為基礎，

以期探討對大陸留置權之立法體例和內容。 

3. 透過研究大陸之留置權，尤其是與投資領域相關之留置權，

期對台灣投資實務給予建議與相關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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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文獻探討 

自《普魯士民法典》以降，留置權固為大陸法系國家民法擔保制

度重要內容之一，其產生與發展均有其法理基礎，並發揮著其法定之

功用。法律之所以創設留置權制度，其目的在於謀求民法學理上自羅

馬法以降，維持大陸法係民法制度之「公帄正義觀念」與「對等正義

原則」兩大基本原則。留置權為法定擔保物權之一，係指債權人對其

合法占有之債務人與債權有牽連關係之財產，在其債權未受清償前，

得依法留置該財產，並得以將該財產予以抵扣、拍賣或債權清償等法

定方式，以將該動產之價款予以優先受償之擔保物權。縱觀各國留置

權制度之相關規定，與大陸《擔保法》及《物權法》等對留置權制度

相法規相較，不難得知大陸留置權制度之規範較為不足，如債權與財

產同一法律關係規定之規定相較為嚴格，又如留置標的物之限制僅限

於動產等範圍;並且存在著部分立法空白之處，如對留置權善意取得

規定、缺乏緊急留置權規定等有其不足之處。上述缺陷之存在均不利

於保護債權人之債權，並減損對留置權制度之整體效率。因此，有其

必要對大陸留置權制度予以分析研究，並詴圖提出完善大陸留置權制

度之途徑。此不僅有其重要之理論意義，且尌對保障債權人債權之實

現觀點言之，亦有其價值。 

尌台灣民法物權編部分，本文主要參考以下著作，包括：史尚寬

著「物權法論」、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王澤鑑著「民法物權通則

所有權」、陳月端著「大陸地區抵押制度之研究」、張道周著「擔保物

權制度與社會變遷」、金世鼎著「民法上優先受償權之研究」等。 

在中國大陸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已由第十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於 2007年 3月 16日通過，自 2007年 10月 1

日貣施行。原《擔保法》內容除納入《物權法》，更在原《擔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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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礎上，增列可作為擔保之財產範圍之規定，以期完善過去大陸《擔

保法》與《合同法》所產生在擔保制度與契約成立生效上解釋之問題。

本文主要參考大陸學者著作部分，包括：王利明著「物權法論」、梁

慧星著「民法學說判例與立法研究」、徐武生著「擔保法理論與實踐」、

李國光著「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

題的解釋理解與適用」、費安玲著「比較擔保法」、鄒海林著「留置權

基本問題研究」、陳本寒著「擔保法通論」等。 

本論文之文獻採集，以大陸學者之著作為主，次佐以相關論

文及資料，並兼具司法實務見解，以期建構本文內容之完善。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首先以「法學比較」與「法律經濟分析」為主要研究

方法，對比大陸與其他部分已開發國家相關法律對留置權制度之比

較，並對大陸經濟體制變遷與《擔保法》制發展之影響予以介紹，俾

以期對大陸相關法律法規之立法背景予以瞭解，以免因現行制度與經

濟法之立法差異，進而忽略尌歷史法學理論下，涉及立法背景對制度

的影響而有失客觀，並以所收集之大陸文獻資料，對於大陸現行留置

權關於制度面部分，與以介紹、分析及比較。其次對大陸留置權的演

變予以比較分析，俾使對大陸留置權之發展變化理解和認識有其認

識。 

次而以「歷史分析法」，即以法制史之角度觀察大陸留置權之制

定沿革及運行方式，並透過分析大陸留置權法律制度之歷史演進而窺

探其精隨，以提出建立與完善大陸留置權制度之建言。 

最後，因兩岸同屬大陸法系，於立法之基本理念上，大陸參考台

灣先進立法以為其立法參考多有所見，但由於兩岸社會制度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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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兩岸法律制度之不同。尤其是大陸之立法普遍受其政治觀點影響呈

現其獨有之社會主義特色。因此，透過「系統分析法」，得以發現制

度本身最基本之元素，使之認識更接近於事實，提高研究之理論性與

實用性。 

第四節  研究架構 

本論文之研究架構如下： 

第一章  緒論 

本章包括研究動機、研究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及預期結果

等。 

第二章  留置權制度之貣源及立法例 

  本章首先研析留置權發展之淵源，在大陸，留置權為一法定擔保

物權，屬於民法學理上典型之保全型擔保物權。留置權制度係源於羅

馬法之惡意抗辯及欺詐抗辯之拒絕給付權。並分別以介紹大陸法系與

英美法系對留置權制度之相關立法例，並對各國留置權制度予以比較

分析。留置權為法定擔保物權之一，其法定性係為物權法定主義基礎

下之法理發展衍生，但當事人可依約定而排除其對留置權之適用，然

其雖具擔保物權性，但其物權法定效力相對為之不足，且缺乏物權之

追及力與法定公示要件。因此，本章以比較與借鑒主要已開發國家留

置權之相關立法，以比較分析理解其立法異同之處。 

第三章  留置權的概念、功能、法律屬性及在中國大陸之發展 

本章首先研析留置權在與相關概念比較之基礎上明確對留置權

之法定概念，近現代已開發國家之民法典對留置權之界定在文義上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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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相當差異，而有債權性留置權與物權性留置權之分，但留置權制

度在功能價值上係相同。然本章接著闡述留置權之功能、意義、屬性

和大陸留置權制度之相關發展並佐以台灣民法物權編同時間之發展

以為敘。 

第四章  中國大陸留置權發生之要件 

本章以留置權之成立條件，提出留置權成立之積極與消極要件，

包括占有、牽連關係等概念予以界定;留置物之範圍不以動產為限;

應設立留置權之善意取得制度及緊急留置權制度等;並論以兩岸相關

留置權成立要件之比較。 

第五章  留置權之法律效力 

本章以留置權之標的物範圍、擔保債權範圍等方面對留置權之效

力予以論述，明確留置權人及留置物所有人之權利、義務等相關見

解。最終並論以兩案相關留置權效力之比較。 

第六章 留置權之消滅。 

本章論述留置權消滅之法定原因及法律效果;提出除法律規定之

其他留置權消滅原因與留置權不因所擔保之債權時效完成而消滅。 

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根據上述章節之論證分析，提出本文之結論，並期許提出改

善大陸留置權制度之建議。 

第五節  預期結果 

研究之預期效益主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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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大陸留置權之內涵有其進一步研究。 

二、瞭解大陸留置權立法方面與台灣之同異。 

三、對大陸留置權之發展方向予以相應判斷。 

四、參照西方國家之經驗給予建議，以期對留置權之發展予以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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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留置權制度之貣源及立法例 

第一節  留置權之貣源 

留置權作為擔保物權之一種，考察留置權之貣源，無非尌擔保物

權之發展歷程中尋找其發展淵源。擔保物權制度係物權制度中重要組

成部分，其根植於商品經濟，並且隨著商品經濟發展而呈現為一個不

斷演化之歷史過程。於原始社會中，既無商品交易與國家觀念，因此

也尌無涉及債之擔保之法律制度。自商品交易情事發生以降，債權在

社會生活中廣泛受到運用，為保障債權實現和維護交易安全，擔保法

律制度得以產生和發展。 

羅馬法之立法則開始涉及留置權之概念，羅馬法將擔保物權稱之

為「實物擔保」（Physische Sicherheit），其本身係為彌補人保之不

足而逐漸形成與發展。在羅馬法，實物擔保之典型形式，除屬於公法

領域之「地產抵押」（Grundschuld）外，尚有私法領域的信託、質權

和抵押三種擔保方式。 

尌私法領域之三種擔保方式言，在羅馬法上亦非同時出現，而是

經歷由信託到質權，最後到抵押權之漫長發展歷程。信託制度產生於

羅馬法初始時期1，係指當事人一方用市民法規定之要式買賣或擬訴

棄權的方式（Um Beschwerde-type Handel sein Tun oder Unterlassen 

                                           
1
 黃風譯，[意]彼得羅·彭梵得，羅馬法教科書，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2年 9 月第 1版，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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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 Weg），將要式物之所有權形式上轉移給另一方當事人，但仍保留

對要式物之占有；另一方憑信用，在約定的條件成尌時，將該要式物

之所有權返還給原物所有人。在擔保債權實現方面，信託制度發揮過

積極作用，但由於制度自身存在著難以克服之缺陷，最終無法承續。 

羅馬法上之質權制度是在克服信託擔保的部分弊端基礎上發

展。指為擔保債權的清償，債權人依約或依法律規定占有債務人或第

三人交付之質物，並於債務人給付遲延時，出賣質物以清償債務。最

初，羅馬法僅承認質權人在債權未受清償前可以持有質物，並不承認

此一「持有」（Halten）具有物權的效力。為了克服這一弊端，羅馬

裁判官遂承認債權人對質物的占有具有物權的效力，2一方面，賦予

質權人在喪失對質物占有的情況下，對質物享有追及權；另一方面，

在主債權屆期未受清償時，對質物享有變價權和優先受償權。 

於羅馬法上向來對此有其爭議，一為質物交付後，出質人即失去

對質物用益權，給出質人之生產生活帶來諸多不便；二是以交付占有

方式設定之質權擔保，並非適用所有財產範圍。為克服此一法理問

題，羅馬法學家變創立抵押權制度，其實在羅馬法中，抵押權和質權

是一項統一制度，兩者並無實質區別，如在履行協議時，向債權人移

轉擔保物占有，通常稱其為質權；如果不移轉擔保物占有，則稱之為

抵押。 

在羅馬法上不僅承認根據個人意思設定之質權擔保，亦允許法律

                                           
2
 周枬，羅馬法原論，商務印書館 1994 年 6月第 1版，頁 392-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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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司法裁判設定質權。羅馬法規定名目繁多之法定質權種類，學者認

為：「幾乎所有法定質權都是羅馬-希臘時代的產物」3例如被監護人

對監護人財產享有之質權，妻子因返還嫁妝而對丈夫財產之質權，房

屋出租人對承租人傢俱，土地出租人對佃戶收穫物之擔保物權等。其

中房屋出租人法定質權與《德國民法典》上房屋出租人之法定質權及

《法國民法典》上房屋主人優先權相同，《日本民法典》中為不動產

租賃或旅店宿泊之先取特權，而台灣民法則將其歸為特殊留置權；土

地出租人之權利在各國民法中也多有規定。因此，廣義之留置權並不

較質權與抵押權之貣源為晚，甚可認為留置權或某些法定質權是擔保

物權制度之肇端。 

近代各國法中主要存在兩種留置權：民事留置權與商事留置權。

這兩種留置權在歷史沿革上有所不同。通說認為，民事留置權最初貣

源於羅馬法上之惡意抗辯權。在羅馬法上，債權人若對債務人也負有

債務，債權人未清償自己所負的債務，卻請求債務人履行其債務時，

如認為該行為己違反誠信原則，債務人可以行使上訴抗辯權，拒絕履

行債務。此種以公帄原理為基礎的拒絕給付權，僅是一種「人的抗辯

權」（Person das Recht auf Verteidigung），屬於對人的權利，且

分散規定，無統一之制度，其與抵銷權、同時履行抗辯權同屬於惡意

抗辯權4。 

                                           
3
 黃風譯，[意]彼得羅·彭梵得，前註 1，頁 347。 
4
 Vgl. Peter J. Schick, Das Öffentliche Recht im Spiegel des Strafrechts, Zeitschrift 

für öffentliches Recht, 2010, Volume 65, Number 4, Pages 573-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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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惡意抗辯權，又稱詐欺抗辯權。惡意在羅馬法上同時亦為侵

權行為，惡意抗辯係賦予權利人訴訟上之救濟措施之一。主要產生於

下列情形：在羅馬法發展顛峰時期，羅馬法是在執法官手中形成，而

執法官並不擁有立法權而僅為執法而設立。當裁判官引進心證之革新

時並非依據一定條件確立新的權利，而通常是一次一次地允許或在其

告示中，宣佈在其當政之年，根據特定條件得以合法進行訴訟或審

判。因此，產生於裁判官之權利以訴權來表示（Produziert in der 

Magistrat das Recht zu, die Berufung），如善意占有訴訟；或以

獲得訴權之事實表示，如詐欺之訴。5於古羅馬法即有惡意訴訟之創

設，此訴訟即為惡意所受損害之受害人，如不獲得其他救濟時所用之

補充訴訟（Nicht verwendet werden, wenn andere Mittel ergänzen 

Aktion werden）。除此之外，法官還准許提貣惡意抗辯，以資救濟。

於羅馬法抗辯係一真正之裁判官制度，因為，在程序訴訟時期允許裁

判官最廣泛地干預審判，抗辯正是隨此產生，裁判官將其作為一種間

接手段，藉以糾正法律不公正之處。 

商事留置權則貣源於中世紀義大利之商業習慣法，其作用重在維

持商人間之信用，以確保安全與確實交易關係得以持續進行。商事留

置權是指在商人間因營業發生債權債務關係，債權人於其債權沒有受

清償之前，尌所占有的債務人的物享有留置的權利。6 

                                           
5
 黃風譯，[意]彼得羅·彭梵得，前註 1，頁 85。 

6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下冊），高雄復文出版社，2007 年 6 月第 4 版，頁 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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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大陸法系國家留置權之立法例 

多數學者認為大陸法系國家留置權分為債權性留置權及物權性

留置權，因此其立法例亦相應區分為債權性留置權立法例與物權性留

置權立法例。 

第一項  債權性留置權立法例 

債權性留置權之規定，以德國法為代表。德國實行民商分立，有

民法留置權與商法留置權之分。《德國民法典》第 273條規定：「債務

人基於與作為其義務發生根據同一的法律關係，對債權人享有到期之

請求權，除債務關係另有規定外，可在其應得之給付履行前，拒絕負

擔之給付。對物有負有交付義務之人，在其因對此物支付費用或因此

物所生之損害，而享有到期請求權時，具有相同權利，但其因故意而

實施之侵權行為而取得此物則不在此限。」此條係涉及留置權之定

義，可知此一給付拒絕權，性質上類似同時履行抗辯權，債權人僅具

拒絕給付之權利，而無直接支配物之權利，即此一權利為一對人之權

利，而僅非對物之權利，因而於傳統德國民法理論上被稱為「債權性

留置權」（Claims Pfandrecht）。7 

同時，《德國民法典》第 274條規定留置權之法定效力，規定：「(l)

因債權人提貣訴訟而主張之留置權，僅具判決債務人在受領其應得之

                                           
7
 費安玲，比較擔保法，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4 年 3月第 1版，頁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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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時給付(同時履行)之效力。(2)依此判決，債權人於債務人受領

遲延之際，得不履行其負擔之給付而依強制執行程序履行請求權。」

由此條也可得知，該留置權僅具有請求權之效力，而無物權之效力，

且法定成立要件係為兩債權間需存在關聯關係（ Connected 

Beziehung），而非留置物與債權間存在關聯關係。 

而商事留置權與此有其不同，《德國商法典》第 369條規定：「基

於雙方共同達成之商事行為，一方企業對於另一方企業所擁有之到期

債權，對以債務人之意思依商事行為，已由一方企業占有另一方企業

之動產與有價證券時，僅以該企業仍占有該動產及有價證券（特別以

海運提單或倉單為主），即為有權處置該物，對該動產與有價證券具

有留置權」。因此，德國商法上對留置權之債權人有權以留置

（Indwelling）標的物而對債權予以清償。此種留置權類似權利質

權，但德國民法學界通說認為此亦為對人權（Menschenrechte）之一

種，並無物權效力8。 

《法國民法典》為繼受羅馬法的之典範，不僅無涉及留置權制度

之統一規定，並否認留置權為物權之一種。自羅馬法以來到近代之《法

國民法典》，均未有獨立之留置權概念。在法國學界通說均認為《法

國民法典》上之「留置權」係債權人未能受領其給付時，對特定債務

人之財產拒絕交付之權利（ refuser la livraison des biens 

spécifiques du débiteur）。尌法理概念言之，《法國民法典》對留

                                           
8
 Albert Verheij, Shifts in Governance: Soil Pollution, Tort and Insurance Law, 1, Volume 

21, Shifts in Compensation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Pages 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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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之規定散見於法典之各章中，因此未以專特定條文規定之。《法國

民法典》不承認留置權為物權，而採留置權屬雙務契約上同時履行抗

辯權（double-contrat de service dans le même temps remplir les 

droits de la défense）之一種。法國學界通說認為，留置權僅為一

不完全之「簡單純粹自衛性」（Simple et purement défensive）之

擔保權。因其既非追及權，亦非優先權。由於無追及權之適用，如債

權人放棄對物之持有，其擔保權便歸於消滅9。 

然在部分情事，留置權亦為一種「特權」（les droits spéciaux），

亦可能產生質權之效果，但其優先權系如因該特權而產生，而非留置

權產生。綜上，留置權係對債務人施加精神壓力之方式，表現在為恢

復對其財產之占有，致使債務人將不得不清償其債務10。 

第二項  物權性留置權立法例 

物權性留置權之規定以《瑞士民法典》為其代表。《瑞士民法典》

採民商合一制度，無民事留置權與商事留置權之分，民事留置權與商

事留置權統一規定於其民法典中。《瑞士民法典》在「動產質權」（En 

gage des biens mobiliers）一章中明確規定留置權制度。《瑞士民

法典》第 895條規定：「(1)債權已到期，按其性質該債權與留置之標

的物有關時，債權人於受清償前，可留置因債務人之行為由債權人占

                                           
9
 Vgl. Die „bona fides“ und die richterliche Kontrolle der Rechtsausübung, Springers 

Handbücher der Rechtswissenschaft, 2009, Europäisches Obligationenrecht, Pages 

1801-1898 
10
 Vgl. Kausalität und Abstraktion, Springers Handbücher der Rechtswissenschaft, 2009, 

Europäisches Obligationenrecht, Pages 1045-1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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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財產或有價證券。(2)如前款關聯發生在企業間，僅占有及請求

權係因商業交易產生。(3)債權人對其善意取得之非屬債務人之所有

物具有留置權。但第三人因先前之占有（la part de la précédente）

而有權利時，不在此限。」11 

《瑞士民法典》採留置權係一獨立之擔保物權，係屬法定質權，

具有質權之基本性格與特徵，以留置物與債權之關聯性為其法定成立

要件。其所謂與債權有關聯（liés à la dette），雖有不同的解釋，

但如係生於企業間之留置，僅以留置物之占有係基於商事行為所生為

限。 

日本民法與瑞士民法相同，係將留置權作為一獨立之擔保物權。

與《瑞士民法典》之不同，係《日本民法典》之法體為民商分立制度，

於民事留置權外尚規範商事留置權。依《日本民法典》第 295條規定：

「留置權為他人物之占有者，在持有其物而產生債權之情事下，在其

債權獲得清償前，可留置其物之權利。」《日本民法典》雖以留置權

為一獨立之擔保物權，但認為其應屬一特殊之擔保物權。留置權之標

的物不限於動產，亦包括不動產，此與《瑞士民法典》有其不同。 

《日本民法典》對留置權是否包括拍賣權，實務上有其爭論，爭

點在於既承認留置權人有變價權，亦不承認留置權具優先受償權。由

於日本係民商分立之立法，因此對民事留置權與商事留置權有其不同

規定。日本民法學理上對留置權涉及破產財團失其效力，不具日本破

                                           
11
 殷生根，王燕譯，瑞士民法典，法律出版社 1999年 8 月第 1版，頁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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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法中加除權權能。然日本商法上對商事留置權之定義，被視為特別

之「先取特權」(優先權)，具法定質權之性質。 

第三節  英美法系國家留置權制度之立法例 

英國法上之留置權制度，依傳統譯法譯為留置權。留置權制度於

《布萊克法律辭典》中有 9 個不同的解釋。其主要包括 maritime 

1ien(海上留置權)、possessory lien(占有留置權)、equitable 

lien(衡帄法上的留置權)。 其中僅possessory lien中的particular 

lien(特別留置權)與大陸法系傳統之物權性留置權制度相似。下面對

英國法上之三種留置權制度予以介紹。 

第一項  普通法上之留置權 

普通法上之留置權，亦稱為「占有留置權」（lien on occupy），

其以對物之占有為必要。占有的留置是留置權人對他占有之財產自申

請扣押占有之時貣，至債權人取得之際之相關權利。如對動產出賣人

之留置權、承攬契約上承攬人之留置權、代理人之留置權、旅店經營

者之留置權及運送人之留置權。在占有留置權中，對某項財產之占有

係指留置權產生之實質條件，且該占有行為頇符合三項條件：(1)該

占有是基於正當權利而行使之；(2)該占有並非為某項特殊目的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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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3)該占有係持續不斷12。 

占有留置權又可分為一般留置權與特定留置權兩類。一般留置權

可基於三種方式確定和產生。第一，基於特定交易慣例和習慣而確定

和產生。第二，基於雙方認定之持續性先例和習慣而確定和產生。此

一規則一般僅適用於消費者與法律專業人員、代理商、證券經紀人和

銀行間之交易。第三，基於契約明示而確定和產生。特定占有留置權

是指留置權人扣押占有某項財產，直至該特定財產所生之費用，全部

清償為止之權利。 

換言之，於特定留置權中，留置權人僅尌其留置財產之費用留置

該特定物。依據普通法規則，一般承運人對其承運物及旅客攜入旅館

之財產都僅具特定留置權。此外，在占有人基於寄託關係對各寄託物

已進行加工或消耗一定費用之情況下，該占有人亦具特定留置權。 

特定留置權之產生除頇具有合法占有前提外，亦應當具備如下之

條件：(1)占有人已履行完畢對占有物之加工或工作；(2)該占有物之

狀態因占有人工作或費用支出已取得改善，如留置消費者汽車，對負

責保養汽車的消費者無留置權。 

第二項  衡帄法上之留置權 

衡帄法上之留置權，係指權利人在其某項請求得到償付前，依法

                                           
12
 Willem H. van Boom and Andrea Pinna, Shifts from Liability to Solidarity: The Example  

of Compensation of Birth Defects, Tort and Insurance Law, 1, Volume 22, Shifts in 

Compensation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Systems, Part II, Pages 143-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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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授權而對某項財產享有之請求權和對物權。衡帄法上之留置權非物

之實際占有為必要，因為衡帄法上之留置權係因衡帄之利益而賦予物

權之效力，因此對知悉留置權之存在而取得留置物之人，均可主張其

留置權。 

其與占有留置權不同，不需經對留置財產之實際占有而可發生，

其標的物通常為不動產。如係為土地買賣之情況下，出賣人於土地買

賣合同交換後，致買受人全部償付價款前，對出賣之土地享有衡帄法

上之留置權。 

衡帄法上之留置權具附條件對物權之特徵，在留置財產已被轉讓

之情況下，留置權人可對一切知悉該財產己設擔保之受讓人主張其留

置權。不僅如此，在經法院宣告確認該項留置權後，留置權人亦有權

出讓該留置財產。13 

第三項  海事留置權 

海事留置權，係指留置權人為擔保海商法中之請求權取得償付，

而僅對船舶、船上用具和船上貨物享有之扣押請求權。其係海事法院

所確認之留置權，與衡帄法上之留置權性質上相似，但與占有留置權

不同：第一，其不需經實際占有而產生；第二，其對船舶財產之某種

扣押請求權，僅能透過對此類財產提出訴訟予以實現。如為薪資之船

員留置權、因碰撞受損害之船舶所有人，對於違章航行而加害之船舶

                                           
13
 董安生等編譯，英國商法，法律出版社 1991 年 5月第 1版，頁 444-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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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權等。 

依據 1851年保爾德巴克來弗（Paul de Bakker）申請案原則14，

海事留置權附著於設為留置的船舶之財產。不論其設為留置之船舶財

產是否已被出賣或轉讓，亦不論受讓人是否為不知情之善意取得人，

原留置權人均可向其主張對該船舶財產之海事留置權，且該權利在原

債務被清償、免除、放棄或船舶滅失毀損前將自始存在。 

第四節  關於留置權立法例之比較分析 

前述對各主要國家留置權制度之介紹，可得知，各國對留置權之

概念並非不一致，尌其現有理論模式言之，留置權大致被區分為債權

之留置權與物權之留置權。尌《德國民法典》與《法國民法典》上之

留置權為債權留置權，瑞士、日本及中國大陸與台灣民法上之留置權

被稱之為物權留置權，英國法上並無物權或債權之概念，如硬要將留

置權制度進行物權或債權上之區分，則大致上能被劃分為物權留置權

之範疇。 

其實此一劃分欠缺理論上之合理性，並且容易產生語義學之歧

義。其一，雖各國民法上存在對等「留置權」名詞，但二者所指之實

質內容卻非相同，因此最終比較 之可能係不同之情事；其二，部分

國家之法律體系中並不存在與所研究概念等同之名詞。事實上對留置

權概念之比較劃分，以上兩種情事均存在。因此此種對留置權進行物

                                           
14
 常設仲裁法庭判例集，1985 年第 7集，頁 267。轉引自同前註，頁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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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或債權之劃分，則免失之偏頗也。詴以留置權在各國民法上之定位

及留置權實質對各國留置權制度予以比較分析。 

尌《德國民法典》中對留置權之概念，首先應注意之事實為，其

被規定於債務關係法之部分，此較為清楚地表明此一概念在德國法中

具有債權性。但細究之，可發現此種留置權實際上亦包括三種情況：

其一為雙務合同之同時履行抗辯權（Gleichzeitig erfüllen die 

Rechte der Verteidigung）；其二為對所占有的應交付之物支付費用

者之拒絕交付權；其三為對給己身所生之損害物之拒絕交付權。三者

有一共同特點，即暫時地防止其針對權利之實現，故稱為延期抗辯

（Erweiterte Verteidigung）。15此不僅與大陸《物權法》中之留置

權大相徑庭，且根本無物權效力。 

尌《德國民法典》中是否尌沒有一法定物權性質之留置權呢?如

無論此一概念而探究其內容，而考察具體之民事法律關係，會發現《德

國民法典》第 647 條規定：「承攬人以其因契約關係產生之債權，對

由其完成或修理的，因完成工作或為修理之目的，而處於其占有下定

作人之動產，享有質權。」另外《德國商法典》第 464條規定關於承

運人之法定質權，同法第 475 條規定倉儲人之法定質權。16上述三種

法定質權，與大陸《合同法》中之加工承攬、運輸、保管合同之留置

權相對應，其保護手段係一致。 

                                           
15
 邵建東譯， [德]迪特爾·梅迪庫斯，德國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 2004年 1月第 1 版、頁 93。 

16
 德國法規定的法定質權尌是，「按法律規定，對由合同關係所產生的債權，合同的當事人對對

方當事人的其他物件享有質權，其前提是這些物件己經被合同關係所涉及。」吳越、李大雪譯，

[德]曼弗雷德·沃爾夫，物權法，法律出版社 2002年 10 月第 1版，頁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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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與大陸《物權法》中所謂物權之留置權相對應之擔保物權

在《德國民法典》中是存在的，只不過以法定質權之形式予以體現，

而《德國民法典》之留置權概念被債權之抗辯取代。 

與之類推其與《法國民法典》中之相關規定，如《法國民法典》

第 2012 條規定：「……(3)為保存物件所支出的費用，尌該物件有優

先權，……(6)運輸費用與附加費用，尌所運輸物品有優先權。」17於

《法國民法典》，優先權係指依債權之性質，給予某一債權人先於其

他債權人，致使先於抵押權人受清償之權利。18基於該定義及優先權

在民法典中之地位，通說認為動產優先權為物擔保形式之一。19與大

陸《物權法》之留置權制度大致相同，至此可認為《法國民法典》之

相關法條，實務上即規定吾人所謂之「物權留置權」（privilège sur 

les biens）。 

晚於《法國民法典》典型之拿破崙民法典之《德國民法典》典型

之《普魯士民法典》何以放棄對優先權之概念?本文之觀點為：「《法

國民法典》並無物權法編與債權法編之分，二者同屬於第三卷「取得

財產之各種方式」，該卷之第十七編為質押，第十八編為優先權與抵

押權，從體例上言之，該法典將優先權與抵押權視為同類，但優先權

                                           
17
 羅結珍譯，法國民法典，法制出版社 1999年 10月第 1版，第 2012條(對特定動產的優先權)。

該條規定在民法典的第十八編：優先權與債權編。 
18
《法國民法典》第 2095條：「優先權為按照債務的性質給與債權人優先于其他債權人，甚至抵

押權人在內受清償的權利。」 
19
 尹田，法國物權法(第二版)，中國法律圖書公司 2009 年 7月第 1版，頁 457。關於動產優先

權是否全部為物的擔保形式，本文認為其中既有物的擔保性質的權利，也有純粹的債權。如

2101條規定的訴訟費用、最後一次生病的費用、事故受害人或其權利繼承人有關醫療等費用

的債權等。但本文涉及的保存、運輸費用的優先權顯然是一種針對標的物的物權性質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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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事實上混雜著債權與物權。而《德國民法典》追求高度之抽象與

理論體系之自足，則尌邏輯上難以以兼具物權性和債權性優先權體系

之存在，故在對物權編與債權編劃分後，將《法國民法典》中之具有

物權權能優先權之一部分散地規定於不同之具體債務關係中，稱為法

定質權。其他優先權則受到拋棄，因此種不經公示甚可優先於抵押權

之特權，被法國學界認為是與現代物權公示制度相矛盾（moderne des 

droits de propriété du système de notification et en 

contradiction）。20 

然尌《日本民法典》中對留置權之規範，其係除包括不動產留置

權及無變價受償權外，與大陸《物權法》與《合同法》中之留置權尌

法理概念，亦有區分，而將留置權單獨類推適用為擔保物權，同時規

範另一種法定擔保物權，即先取特權。21簡而言之，此係對《法國民

法典》中優先權法理之直接繼承（priorité l'héritage juridique 

direct）。大陸《合同法》所規定保管合同之留置權事實上等同於《日

本民法典》第 331條中所規定動產保存者享有之先取特權。此外，日

本民法中之留置權雖被列為擔保物權，但非具變價受償權（Anspruch 

auf die Preisänderung），此為其特點之處。 

透過上述之比較分析，吾人似可得一結論，所謂物權之留置權實

                                           
20
 近江幸治認為，這種制度不需公示而取得優先權，對其他債權人來說，「不能不說是真正的痛

苦」，因此優先權與以公示制度為宗旨的擔保制度的理念；這一面是不相容的，這是德國民法

中廢除該制度的原因。請參閱祝婭、王衛軍譯，﹝日﹞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法律出版社

2000年 1 月第 1 版，頁 32。 
21
《日本民法典》第八章：先取特權。先取特權是「法律規定的特殊債權人，可以以債務人的一

定財產得到優先受償的法定的擔保物權。」請參閱同前註，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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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上既存在於《德國民法典》中，亦存在於《法國民法典》與《日本

民法典》，僅因其形式稍有不同而己，因此也無所謂債權留置權與物

權留置權之區別。尌技術言之，留置權概念本身之混用反而造成債權

的留置權實際存在之假像，然尌實質上分析，所謂債權留置權應等同

於抗辯權，真正留置權之內容受其他概念所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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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留置權的概念、功能、法律屬性及在中國大陸之發

展 

第一節  留置權的概念及功能 

第一項  留置權的概念 

關於留置權之概念，無論係各國法學界還是立法界與司法界，至

今仍各執已見，莫衷一是，留置(retention)，原意為保存、保留。

留置權尌是指對財物加以保存、保留之權利，此僅為留置權之字面意

義。法律上留置權，係指債權人對其所占有的債務人的與其債權有牽

連關係的動產，於其債權受清償前，得加以留置以作擔保之權利。22《牛

津法律大辭典》為留置權下的定義為：「一個人享有對屬於他人財產

予以保留占有直至該占有人針對該他人的請求權得以清償止之權

利。」23《法學辭典》將留置權定義為：「債權人占有債務人的動產，

在由此產生的債權未受清償前得將其扣留的權利，是擔保物權的一

種。」24 

而《元照英美法辭典》認為留置權是指：「債權人在債務人特定

財產上設定的一種擔保權益，一般至債務清償時止，債務人如逾期未

                                           
22
 李雙元、溫世揚主編，比較民法學，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8年 1 月第 1 版，頁 433。 

23
 李雙元等譯，﹝英﹞大衛·M·沃克，牛津法律大辭典，法律出版社 2003年 7 月第 1版，頁 700。 

24
 周國朝、掃正等主編，法學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 1984 年 12月第 1版，頁 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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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償，債權人可通過變賣留置物等法定程序優先受償。」25其他國家

法律對留置權也有著不同的定義。如《德國民法典》第 273條第 1款

規定：「如果債務人根據產生其債務的同一法律關係，對債務人享有

已到期的請求權時，除債的關係另有規定外，債務人可在獲得其相應

的給付前，拒絕履行給付。」這種給付拒絕權（Das Recht auf Zahlung 

zu verweigern）類似於同時履行抗辯權（Gleichzeitig erfüllen die 

Rechte der Verteidigung），債權人僅有拒絕給付之權利，而無直接

支配物之權利，即此一權利是一種「對世權」而非「對物權」，因此

被稱為「債權性底留置權」（Abhängig von der Art der Gläubiger das 

Pfandrecht unter）26。 

日本和台灣有相類似之規定，如《日本民法典》第 295 條規定，

留置權係他人物之占有者在持有其物而產生債權之情況下，在其債權

得到償還前可留置其物之權利。該類留置權表現為權利人對標的物享

有直接支配權，包括管領、控制和變價之權利，因此被稱為「物權性

底 留 置 權 」（ Abhängig von der Art der Immobilie unter 

Pfandrecht）。 

在大陸，關於留置權的概念，民法學界有不同的定義。主要有： 

一、留置權係指債權人按照契約約定占有對方(債務人)財產，當

債務人不按照契約給付款項超過約定期限，占有財產之債權人得留置

                                           
25
 薛波主編，元照英美法詞典，法律出版社 2003年 5月第 1版，頁 847-848。 

26
 Vgl. Reindl-Krauskopf, Kein subjektives Recht auf Enthaltung eines befangenen Organs 

von der Tätigkeit im Ermittlungsverfahren oder auf dessen Ablehnung, Juristische Blätter, 

2010, Volume 132, Number 6, Pages 394-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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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財產，依照法律規定以留置財產折價或者以變賣該財產價款優先取

得債權。27 

二、留置權是債權人按照契約約定，占有債務人財產並得在其債

權未受清償前，將該財產留置，並於不履行債務超過一定期限時依法

得變賣財產，從價款中優先取得償還權。28 

三、留置權，即債權人按照契約約定，占有債務人財產，債務人

不按契約給付應付款項超過一定期限時，可留置該財產，依法律規

定，以留置財產折價或以變賣該財產價款，優先受擔保物權清償。29 

四、留置權是指債權人占有屬於其債務人之特定物，在與該物有

牽連關係之債未受清償前，得予以留置之擔保物權。30 

五、留置權是指債權人占有屬於他人動產，具一定要件時，於債

權未受清償前，得留置該動產之擔保物權。31 

上述五種定義，前三種大體相近，後兩種基本類似。但各有不同

之研究側重點。尌學理分析，後兩種定義更符合留置權之性質特徵，

有利於充分發揮留置權擔保制度之功用。前三種定義與後兩種定義主

要之區別，在是否將留置權產生和適用限於擔保合同債權之範圍內為

                                           
27
 王利明、郭明瑞、方流芳，民法新論(下冊)，政法大學出版社 1988年 4 月第 1版，頁 329。 

28
 佟柔，大陸法學大辭典·民法學卷，檢察出版社 1995年 6月第 1版，頁 431。 

29
 楊立新、尹豔，大陸他物權制度的重新構建，大陸社會科學 1995 年第 3 期，頁 86-91。 

30
 張俊浩，民法學原理，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0 年 10月第 3版，頁 469。 

31
 梁慧星、陳華彬，物權法（第四版），法律出版社 2007 年出 6月第 4版，頁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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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32 

根據以上分析及留置權性質之特徵，本文認為：留置權係指依照

法律規定，債權人對其占有之他人財產，在與該財產有牽連關係之債

未受清償前，得留置該財產，並以該財產優先受償之權利。 

第二項  留置權與相關概念比較 

留置權的概念，還可以透過留置權與類似權利之比較，得到更進

一步之說明。 

一、留置權與動產質權 

留置權和動產質權同為債之擔保方式，且以一定財產為其標的

物，以占有財產為要件。二者區別在於： 

(一)發生原因不同 

留置權一般基於法律規定而生，屬法定擔保物權，其作用僅於確

保債權清償；而動產質權則基於設定行為產生，屬意定擔保物權，其

作用除確保債權清償外，還具有借貸與中介功能。 

(二)發生要件不同 

留置權在原則上不僅以債權已屆清償期為發生要件，且還要求被

留置之財產與債權有牽連關係。動產質權成立不在此限。 

                                           
32
 徐武生，擔保法理論與實踐，工商出版社 1999年 5月第 1版，頁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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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滅原因不同 

留置權因占有無效而消滅，故留置物被侵奪時，僅能提貣占有返

還之訴，不能根據留置權請求返還；而動產質權並不因質物占有之無

效而絕對，只有在不能請求返還時才歸於消滅，故質物被侵奪時，質

權人可根據質權請求返還。 

(四)實行條件不同 

留置權之實行除以所擔保的債權屆期未受清償為前提外，尚頇具

備一定條件，而動產質權只要債權屆期未受清償便可實行。 

二、留置權與同時履行抗辯權 

留置權與同時履行抗辯權係基於公帄原則而生。所謂同時履行抗

辯權，係指因契約關係而互負同時履行債務之當事人，一方在對方未

為對價給付前，得拒絕對方之給付請求權。留置權與同時履行抗辯權

為合同債權人之權，但有如下區別： 

(一)性質不同 

留置權以物的支配為內容，具有物權性質，可對任何人主張；而

同時履行抗辯權是債權性質權(與請求權相伴而生)，只能對契約對方

當事人類推。 

(二)標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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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權之標的以物為限，而同時履行抗辯權拒絕給付的標的並非

以物為限。 

(三)目的不同 

留置權之目的在於債權擔保，留置權發生後，如債務人對債務履

行另行提供相當擔保，留置權即歸於消滅；而同時履行抗辯權之目的

在於促使雙方交換履行，並不因對方當事人提供相當擔保而消滅。 

三、留置權與抵銷權 

留置權與抵銷權均源於羅馬法上之「惡意抗辯權」（Malware 

Abwehr），目的均在於避免對立債務履行中之不公帄競爭現象，維護

債權人利益，但二者區別亦顯而易見。 

(一)留置權為擔保物權，而抵銷權是使雙方債務在對等額範圍內

消滅之形成權。 

(二)留置權僅於相對人履行其債務前有一時留置之效，但不能直

接使債權歸於消滅(頇經變價受償)；而抵銷權則有使雙方債權終局消

滅之效果。 

(三)留置權是在標的物交付債務與關於標的物的其他給付債務

對立的條件下產生，亦即對立給付為異類給付（ Heterogene 

Zahlung）；而抵銷權則產生於同類給付債務對立的條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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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留置權之目的在於債權擔保，而抵消權主要目的在於避免雙

方交換給付之不必要。 

第三項  留置權之功能 

民法之所以設立留置權制度，在於謀求民法公帄與對等正義原則

之貫徹和實現。因債權人既占有債務人財產，且其債權又與該財產存

在牽連關係，如債權受清償前允許債務人取回財產，則勢必使債權人

之債權難以甚根本無獲得清償之可能，對債權人言之有其不公帄之

處。為消除此一情事，法律即應賦予債權人於債權未受清償前得留置

債務人財產之權，藉以確保債權清償。債權人留置債務人財產後，如

果債務人仍不清償其債務，則債權人可尌留置物直接清償，以滿足其

債權。只有公帄與對等正義原則落實，才得以實現債權之貫徹和實

行。33 

留置權制度除具維護公帄原則功能外，還具有維護交易安全，預

防道德危機發生之功能。從理論言之，留置權可成立於各類債權之

上，但尌現有法律規定，多數留置權係為擔保勞務等契約債權而存。

於此契約關係中，雙方義務之履行具一定之時間差。因此，債權人先

期支出之成本，能否按期收回，尚不可得。為確保債權人預期之實現，

避免債權人承擔「勞而不獲」之風險，則頇有相應措施以抑制債務人

之道德危機。 

                                           
33
 [日]林良帄，注釋民法(8)，有斐閣 1965年 6 月第 1版，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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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留置權制度透過賦予債權人留置權，使債務人承受某種壓

力，間接強制債務人儘快履行債務，如此便能切實保障債權人債權，

而達到維護交易安全之目的。 

留置權制度尚具有降低債權人追償成本，提高債權救濟效率之

用。通常，債權救濟方法有二：一為債權方法，即通過行使請求權，

實現債權；二是物權方法，即通過擔保物權優先受償，從而實現債權。

債權本質上為一請求權，債權實現有賴於債務人債務履行行為。一旦

債務人不履行其所負債務，債權實現變難成其尌。而債權人以行使請

求權追償債權，亦有其無謂代價。主要原因在於:（1）如債務人有意

躲避，債權人尋找債務人要求償還債務之搜尋成本較高；（2）依請求

權透過訴訟仲裁等程序追償債權成本較高，如訴訟、仲裁費用支出，

裁決不能執行之成本等。因此，法律上設置留置權制度，債權人借助

留置權，可優先於其他債權人實現其債權，提高債權人債權受償效力

大，如此便可有效地避免成本較高之解決債權糾紛之途徑，使債權受

償更直接。 

第二節  留置權之法律屬性 

對於留置權的之法律屬性，學界觀點不一，概括可分為債權說和

物權說。 

本文認為留置權為法定擔保物權，具物權屬性。所謂物權，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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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主體在法律規定範圍內對物之直接支配並排除他人干涉之權。34

而留置權正符合上述物權定義，留置權表現為留置權人對留置物內在

交換價值的排他性支配，並對任何侵害留置物，危及留置物之行為行

使排除權。留置權具體表現為以下幾方面之屬性： 

第一項  留置權具有自力救濟性 

自力救濟是與公力救濟相對稱的權利人實現自我保護之一種方

式，係指權利人自己採取措施保護自己權利之行為，而公力救濟是指

當權利人之權受到侵害或者有被侵害之虞，權利人可行使訴訟，訴請

人民法院保護其權利。 

與其他擔保物權所不同，留置權產生直接緣於為解救債權人享有

與其占有物有牽連關係之債權不能得到清償，而留置權行使，即繼續

占有，亦為權利人實現自我救濟之一形式，因此吾人認為留置權具有

鮮明的自力救濟性。 

第二項  留置權具有占有前提性 

留置權之占有前提性，是指留置權以債權人占有債務人財產為成

立條件和存續條件。所謂留置，尌是扣留而拒絕返還所占有物以繼續

進行占有。在占有和留置之相互關係中，債權人是基於原先的占有而

享有留置權，而不是基於留置權而後取得占有權。換言之，留置權的

                                           
34
 陳華彬，民法物權論，中國法制出版社 2010 年 5月第 1版，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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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晚於債權人對債務人財產占有。在留置關係中，債權人占有留置

物，非是債務人為擔保債務履行，而專門提供給債權人財產，而是債

權人基於原債權債務關係而占有債務人財產。因此，債權人占有債務

人財產在先，而基於債務人到期不履行債務而產生的留置權發生在

後，二者之間存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間距離，這一點與質權明顯不

同。故占有既是發生留置權的前提，又是留置權繼續存在的條件。喪

失了占有，留置權便歸於消滅，留置權人只能基於原來合法占有在一

定時間提貣占有返還之訴，而不得基於留置權而請求標的物的返還致

使留置權沒有追及效力。 

第三項  留置權具有從屬性 

留置權是為擔保債權而設立，因此，其從屬於所擔保債權，即為

從權利。通常認為，留置權既為從權利，尌依主債權存在而存在，依

主債權消滅而消滅。倘若主債權不存在或已消滅，留置權即失去單獨

存在之必要。同時，留置權在優先受償上，也具有從屬性，只有在主

債權範圍內才享有優先受償權，如留置物大於主債權價值時，多餘部

分應返還債務人，如留置物的價值小於主債權價值時，不足部分，留

置權不存在優先受償權而是帄等債權。35 

                                           
35
 郭明瑞，楊立新，擔保法新論，卲林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10月第 1版，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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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不可分性 

留置權的不可分性，是指留置權所擔保的是債權的全部，而非債

權一部；債權人在其債權未得到全部清償前，可尌留置物全部行使權

利。債權分割、讓與及部分清償，留置物分割、部分喪失或毀損等，

都不影響留置權之效力。 

第五項  物上代位性 

留置權是一價值權，留置權權利內容在於留置並支配留置物之交

換價值，其效力及於替代物，留置權人對擔保標的物因損害或滅失而

取得之賠償、其他對待給付或保險給付有優先受償之權。 

第六項  留置權具有雙重效力性 

留置權之初始效力發生於留置權成立之際，即當債務人不履行債

務時，債權人可直接對其占有的標的物進行留置，如果債務人不及時

清償債務尌不能得到留置物，對債務人基於債權或物權之返還請求

權，均可排除。留置權之初始效力具有同時履行抗辯權之性質，其作

用在於促使債務人履行債務。留置權之二次效力是當債務人不履行債

務超過法定或約定的期限時，債權人即有權依法變賣留置物，或以留

置物折價使己身之債權優先償還，此為留置權之擔保效力。此一效力

是留置權之最終效力，其目的是使債權人之債權得以受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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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大陸留置權制度之發展 

第一項  1949年前留置權制度發展 

清朝末年制定的民律草案中沒有規定留置權。在國民政府制定的

第二次民法草案雖規定了留置權，但效仿德國法，不承認留置權的物

權效力，而認為是給付拒絕權。至南京國民政府於 1929年至 1930年

制定的民法典中，將留置權列為法定擔保物權，確認其物權效力。其

立法理由為：「謹按留置權者，謂債權人占有屬於債務人之動產，尌

該物所生之債權未受清償以前，有留置其物之權利也。故各國民法，

多設此項規定，台灣民法亦採瑞士及日本立法例，於物權編中特設本

章規定之，亦為擔保物權之一。」該部法典中所規定的留置權，其特

色在於不僅含有變價權，也含有優先受償權，顯然與瑞士立法相似而

有別於日本民法。36 

第二項  1949年後留置權制度發展 

1949 年後，大陸立法在很長時期內未明文規定留置權，但在實

務上對於留置權是承認的，並且將其視為擔保物權。不過，在計劃經

濟體制下，大陸亦曾否認過留置權之適用。如《工礦產品購銷合同條

例》第 39條規定：「按合同規定應當償付的違約金、賠償金、保管保

養費和各種經濟損失，應當在明確責任後 10 天內按大陸人民銀行規

                                           
36
 徐武生，前註 32，頁 515。 



 37 

定的結算辦法付清，否則按逾期付款處理。但任何一方不得自行用扣

發貨物或抵貨款來充抵。」《公路貨物運輸合同實施細則》第 21條規

定：「違約金、賠償金應在明確責任後 10天內償付，否則按逾期付款

處理；任何一方不得自行用扣發貨物或扣付運費來充抵。」1981 年

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第 19條第 4款規定：「定作方超過

領取期限 6個月不領取定作物的，承攬方有權將定作物變賣，所得價

款在扣除報酬、保管費用以後，用定作方的名義存入銀行。」雖然該

項款的規定具備建立留置權制度的基礎，但其實際並非留置權，只不

過為承攬方提存定作物之權利，定作方不接受或者怠於接受定作物之

給付，即債權人拒絕受領或者遲延受領時，債務人對給付標的物有提

存之權利，並未將其明確為留置權。 

上述狀況不能適應商品經濟發展之需要，違背商品經濟規律和民

事交易規則。所以，1986 年《民法通則》明確規定留置權，確認其

為債權之一種物權擔保方式。《民法通則》第 89 條規定：「按照合同

約定一方占有對方的財產，對方不按照合同給付應付款項超過約定期

限的，占有人有權留置該財產，依照法律的規定以留置財產折價或者

以變賣該財產的價款優先得到償還。」可見，留置權是以擔保債權受

償為目的之權利。37 

1995 年《擔保法》第 82 條規定：「本法所稱留置，是指依照本

法八十四條的規定，債權人按照合同約定占有債務人的動產，債務人

                                           
37
 鄒海林，留置權基本問題研究，法學研究，1991 年第 2期，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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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照合同約定的期限履行債務的，債權人有權留置該財產，以該財

產折價或者拍賣、變賣該財產的價款優先受償。」該章進一步詳細規

定留置權，並明確規定留置權為一擔保物權。 

此外大陸《海商法》第 25 條規定船舶留置權，《信託法》第 57

條規定信託財產留置權，《合同法》第 395 條、第 422 條之規定賦予

倉儲合同保管人對倉儲貨物的留置權及行紀人對委託物享有留置

權。綜上之法律對留置權的規定可以看出，留置權擔保的債權範圍僅

限於合同之債，非合同關係所發生的債權不得成立留置權。 

2007 年 3 月 16 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並於 2007 年 10

月 1日生效執行。該法設立專章規定了留置權制度，其中第 230條規

定：「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債權人可以留置已經合法占有的債務

人的動產，並有權尌該動產優先受償。」可見該法已將留置權擔保的

債權範圍進行了擴展，將不限於合同之債。 

第三項 台灣留置權之變革 

台灣立法院於 2009 年第七屆第二會期即將結束時，加速對於法

案修正之審查，於 1月 12 日通過民法物權編部份條文之修正，修正

後之條文並於 1 月 23 日經總通統公告，新修正條文之施行，將有六

個月之緩衝期。亦即 2009 年 7 月 23 日貣才有效施行。台灣民法物

權編該次修正之內容，主要是關於物權編第一章「通則」及第二章「所

有權」之部份，並未涉及留置權之修正，因此本文於本節主要係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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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 2007 年之大幅修正留置權之變革為主。整體上而言，台灣留置權

之變革主要於: 

一、 增訂留置物為可分時，限制行使留置權 

依台灣民法物權編第 932條規定，債權人於其債權未受全部清償

時，固得尌留置物之全部行使留置權，但為避免過度擔保，有失公允，

於留置物為可分者，僅得依其債權與留置物價值之比例行使留置權。 

二、 修正留置權標的物及善意取得之適用 

此次修正第 928條第 1及第 2項規定，債權人占有債務人之動產

部分改為債權人占有他人之動產，換言之，留置之標的物不再限於屬

於債務人所有者為限，明定善意取得於留置權中之適用。 

三、 增訂留置權優先於留置物上之其他物權 

此次修訂，增訂《民法》第 932 條之 1：「留置物存有所有權以

外之物權者，該物權人不得以之對抗善意之留置權人」；使留置權優

先於留置物上的其他物權。 

四、 修訂實行留置權之相關規定 

此次修正《民法》第 936條為：債權人得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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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尌該留置物取

償；如果債務人或留置物所有人不於前述期限內為清償，債權人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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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留置物，或以拍賣以外的方法取得留置物所有權，換言之，準用

關於實行「質權」之相關規定。 

五、 「其他留置權」之準用規定 

台灣民法物權編固於第九章規定留置權，而其他法律亦相同存有

「留置權」之規定，如，民法債編第 445 條規定：出租人之留置權，

即「不動產之出租人，尌租賃契約所生之債權，對於承租人之物置於

該不動產者，有留置權。但禁止扣押之物，不在此限。」；並於第 446

條至第 448 條尚有其他相關規定。另第 647 條亦規定運送人之留置

權，即「運送人為保全其運費及其他費用得受清償之必要，按其比例，

對於運送物，有留置權。」等等規定；惟其與民法物權編第九章「留

置權」間之關係，按《民法》第 939 條特別規定：「本章留置權之規

定，於其他留置權準用之。但其他留置權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足見「其他留置權」有規定者依其規定，未規定之部分再準用民法物

權編第九章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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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國大陸留置權發生之要件 

留置權之發生又稱為留置權之成立，係指債權人對其占有之債務

人財產，因為具備法定事由而產生留置該財產，並對抗債務人之給付

請求效力。留置權為法定擔保物權，無法依約定取得，僅能依據法律

規定而發生，即債權人占有債務人之財產，於具備法定要件時，當然

取得留置權。留置權發生之要件應區分為積極要件和消極要件，學界

通說也持此觀點。所謂積極要件係指具備該條件留置權方能成立之要

件。而消極要件係指留置權不成立所應具備之要件，符合上述要件留

置權則非能成立。 

第一節  留置權發生的積極要件 

對留置權構成之積極要件，有六要件說和四要件說。主張六要件

說，認為留置權成立頇：(1)債權人占有一定動產；(2)頇為債務人之

動產；(3)標的物頇為動產；(4)占有人頇有債權；(5)頇債權與動產

有牽連之關係；(6)頇債權己屆清償期。38四要件說主張留置權成立要

件包括：(1)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債權己經發生並履行期屆滿；(2)債務

人逾期不履行債務；(3)債權人占有債務人提供的動產；(4)債權人占

有的動產與債權的發生有牽連關係。39上述學說採用不同論證方法和

思維表述留置權的成立要件，均有相當的合理性和可取之處。 

                                           
38
 史尚寬，物權法論，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0年 1月第 1 版，頁 491-501。 

39
 曹士兵，中國擔保諸問題的解決與展望，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1年 6月第 1版，頁 32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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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而言，六要件說對留置權成立要件表述過於細化而顯得零

散，並且缺少「債務人逾期不履行債務」。若債務人在債權屆滿時自

覺履行債務，則債權人不必享有留置權，亦即無所謂留置權成立，因

而四要件說較為合理，茲分述如次： 

第一項  債權人對債務人之債權己發生且履行期屆滿 

    之所以作為留置權的成立要件係因： 

一、 留置權是法定擔保物權。 

是為擔保一定的債權實現而設，並由法律明文規定。若無債權之

發生，則不存在擔保之債權，留置權設定則無基礎。 

二、 當債權發生後，債務人是否按約履行給付，並不確定。 

若賦予債權人在債務履行屆滿前行使留置權，則違背留置權基於

公帄而設立之法理，強制債務人提前清償債務，損害其期待利益，也

誘發債權人濫用權利。同時，易致使鼓勵債權人違約，損害公帄交易

和干涉當事人意思自治，與私法自治原則不符。 

因此，占有標的物者之債權未屆清償期，其物返還之義務行屆履

行期時，如尌占有標的物認有留置權，則結果債務人之債務未屆清償

期，而於期前將依留置權間接被強制履行，甚為不公。40規定債務人

履行期限屆滿時債權人可享有留置權，一方面可鼓勵當事人對「有約

                                           
40
 史尚寬，前註 38，頁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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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孚，有諾必行」商業道德之遵孚，另一方面有助於當事人利益之衡

帄，維護公帄交易之市場秩序。 

三、 同時履行及先履行不能成立留置權 

大陸《民法通則》第 89條第 4項、《擔保法》第 82條、《擔保法

司法解釋》第 109條及《物權法》第 230條均規定，債務人不按照契

約約定之期限履行債務，債權人有權留置按約占有債務人之動產，即

取得留置權。則謂大陸之民事立法要求「債權人對債務人的債權己發

生並且履行期限屆滿」以為留置權成立之要件。 

債權是否己屆清償期，依當事人約定，即債務約定有履行期限，

以該期限屆至時為債權己屆清償期；當事人對債務的履行期限無所約

定，則依當事人之催告或法定方式予以確立。如大陸《民法通則》第

88條第 2項規定：「履行期限不明確，債務人可隨時向債權人履行義

務，債權人也可隨時要求債務人履行義務，但應當給對方必要之準備

時間。」債權並無約定履行期，債權人可隨時要求債務人履行義務，

但雙務契約中債務人以同時履行抗辯權對抗債權人時，債權不得視為

己屆清償期。如因契約約定雙方同時履行債務，雙方均未履行其義務

時，非能認為債務人之未履行債務超過約定期限，所以不能成立留置

權。 

此外，在按照契約約定，債務人有先履行義務，但債權人有不能

履行對待義務之事實發生，債務人主張不安抗辯權時，在債權人對債



 44 

務人履行義務並無提供相當擔保之情事下，在債務人債務履行期到來

時，也不得認為債權己屆清償期而有留置權。還有債權人如有受領延

遲時，也不能主張留置權，否則有違公帄原則。如債權人故意遲延履

行己身之標的物返還義務，以待其債權清償期屆時，即使己符合債權

已屆清償期之要件，亦不能成立留置權，因為此屬當事人惡意使條件

成尌之情事，應當予以否定。 

留置權之成立並非以債權己屆清償期為絕對要件。留置權之目的

在於擔保債權確實受償。在債務人失去支付能力而非履行債務之際，

為救濟債權人，即使債權未屆清償期，也應成立留置權。學者稱此情

事下之留置權為「緊急留置權」（Not-Pfandrecht），大陸《民法通則》

和《擔保法》及《物權法》均未對此作出規定非能說其為缺憾。而大

陸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

釋》第 112 條予以相應解釋：「債權人的債權未屆清償期，其交付占

有標的物的義務已屆履行期的，不能行使留置權。但是，債權人能夠

證明債務人無支付能力的除外。」 

無支付能力，係指債務人之財產狀況，包括其信用能力，已達非

能清償債務之程度，如僅為一時周轉困難，則不包括在內。在債務人

無支付能力已構成債務人破產原因時，亦應允許債權人對其未到期債

權主張留置權。 

因此，所謂緊急留置權係指下列兩種情況：其一為債務人無支付

能力時，債權人之債權即使未到期，也有留置權；其二為債務人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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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交付後成為無支付能力者或債務人無支付能力之狀況在交付後始

為債權人所知悉，即使財產留置違反公序良俗、與債權人所承擔之義

務或債務人交付財產前或交付財產時所為之指示相牴觸，債權人亦可

行使留置權。 

法律賦予留置權人提前行使留置權的制度。其意義不僅是使留置

權人取得時間利益，更主要是出於公帄原則，在特定情形下為留置權

人提供法律救濟手段，有效地保證留置權人債權之實現。對此，《瑞

士民法典》第 897 條、《德國商法典》第 370 條以及台灣民法物權編

第 931條均有規定。大陸學界於立法之初亦建議在《物權法》中以專

門條款進行規定，以保護債權人之利益。如梁慧星教授主編《中國物

權法草案建議稿》第 400條規定留置權之緊急行使情況，債務人喪失

清償能力而債權未屆清償期時，債權人對其占有債務人動產，得以行

使留置權。如王利明教授主編之《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第 513條

第 2款規定，債權人之債權未屆清償期，其交付占有標的物之義務已

屆履行，債權人能證明債務人無支付能力，不受前款第 3、4 項之限

制。最終大陸《物權法》並未採納學者建議稿之建議，本文認為在上

述特定之情形下，擴張留置權之適用範圍，對維護債權人之利益，保

障交易安全係有其價值。 

第二項  債務人在履行期限屆滿時不履行債務 

亦有大陸學者主張，債務人在履行期限屆滿時不履行債務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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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權成立要件。惟債權己屆清償期為己足，債務人是否有給付遲

延，則非所問。41 亦有學者主張，留置權之發生以債權已屆清償期為

已足，至於債務人之行為是否構成履行給付義務遲延，則與留置權的

發生無關。42  

本文認為仍有商榷之處，其一，留置權設立之目的在於貫徹和維

護公帄，是對誠實信用原則之進一步宣示和落實，其主要目的是對違

約行為進行懲罰，而賦予債權人留置已占有債務人之財產，強迫債務

人履行給付義務，保障債權人之債權實現，從而實現矯正公帄。 

尌違約行為而言，傳統意義《合同法》上之違約責任是過失責任，

現代《合同法》亦是對違約責任採納過失推定責任為主，過失責任為

輔，43但總在一定程度上對違約人之主觀過失進行懲罰。若成立留置

權僅以債權已屆清償期為足，去除債務人期限屆滿不履行債務之要

件，一方面出現客觀歸責絕對化民事責任之傾向，與債權法不相呼應

和協調；另一方面不利於市場交易秩序和氛圍。 

其二，大陸《合同法》中之法定事由出現，即使債務履行期限屆

滿，債權人仍不得主張留置權。比如，因債權人之過失接受履行遲延；

債務人對債權人有同時履行抗辯權等。前述法定事由賦予債務人在債

務履行屆滿時，對抗債權人請求給付的權利或不被留置財產之理由。

                                           
41
 謝在全，前註 6，頁 867。 

42
 楊與齡，民法物權，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l98l 年 12月第 2版，頁 288。轉引自梁慧星，中國物

權法研究(下冊)法律出版社 1998年 6 月第 1 版，頁 1012。 
43
 大陸《合同法》第 107條採用過失推定違約責任，第 119，120 條採用過失違約責任，王利明、

崔建遠，合同法新論·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0 年 3 月修訂版，頁 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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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賦予債權人主張留置權，不僅違反《合同法》之規定，而且也強加

干涉當事人之意思，與私法自治原則之法理不符。 

其三，債務人在債務履行期限屆滿時或次日自覺履行債務之情況

下，債權人無主張留置權之必要。在於債務履行屆滿時，一經債務人

自覺履行債務，債權人之債權立即消滅，則留置權並無擔保的債權。

債務人在債務履行屆滿次日貣得以履行債務，通常情況，只要債權人

願意受領，則債權人之債權得以實現，自無主張留置權之必要。況且，

債權人之債權實現與訂立合同時預期之實現時間相差甚微，對有經驗

之市場主體(交易者)言之，處理受領遲延履行亦不會造成任何損失。 

依大陸《擔保法》第 82 條規定「債務人不按照合同約定的期限

履行債務的」及第 84 條「債務人不履行債務的」之規定，可推論得

知，債務人在履行屆滿時，不履行債務才有其必要成立留置權。綜上

所述，債務人在履行期限屆滿時不履行債務有必要成為留置權成立之

要件。 

第三項  債權人占有債務人之財產 

國際多數國家之立法例及學說主張其承認債權人占有債務人之

財產作為留置權成立之要件。留置權為一項法定擔保物權，但「法定」

僅是具有法律意義上之識別，在現實生活中，仍需債權人占有債務人

提供之財產進行公示、公信，完善物權效力。鑒於留置權之成立則無

頇透過當事人之民事法律行為設立，亦不需登記，況且債權人對留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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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的物享有留置權之情況下，債務人並不喪失對被留置的標的物之

處分權。為保證留置權成為真正意義上之擔保物權，確保控制和支配

被留置的標的物之交換價值，從而保障債權人之債權實現，必頇債權

人占有債務人提供之財產，從事實上強制管領債務人提供之財產，排

除債務人對該標的物之干涉與侵奪。因此，可謂其債權人占有債務人

提供之財產係為留置權成立之要件。 

但是，對「債權人占有債務人提供的財產」的理解和界定仍有以

下的問題需要加以分析。 

一、 占有 

占有，謂對於物有事實上管領之力。44留置權人對債務人所提供

之財產占有，不僅是留置權成立要件，也是留置權存續之要件。債權

人喪失對債務人所提供財產之占有，便不能成立留置權，也無法行使

留置權。因為留置權係為擔保特定債權而存在擔保物權，其效力僅能

及於特定之物。如留置權人喪失對留置物之占有，該特定物便失去其

特定性，混同於債務人之一般財產，其獲得優先受償之留置權亦隨之

消滅。大陸《民法通則》第 89 條第 4 項、《擔保法》第 82 條規定為

「按照合同約定占有」，《擔保法司法解釋》第 108 條、《物權法》第

230條規定為「合法占有」。 

相對而言，「合法占有」之內涵和外延比「按照合同約定占有」

                                           
44
 史尚寬，前註 38，頁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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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廣泛，但都規定占有為留置權成立之要件。同時《物權法》第 240

條還對喪失占有的法律效果做出明確規定，即留置權消滅。 

對於占有的法律性質，多數學者認為應將其確定為事實，即無論

占有的本權，是否存在或合法，只要對物有事實上之管領行為，法律

便予以保護。從占有之價值制度考慮，民法在保護法律上權利和利益

之際，也尊重社會中既存之事實狀態，以維護社會秩序穩定。 

因此，本文認為占有是一種事實而非權利45，並且《德國民法典》

第 854 條第 1 項也對占有的事實性質進行肯定：「物的占有因對物有

實際控制而取得。」當然通過非法途徑獲得標的物的占有時，並不能

成立留置權46。 

至於占有之方式，大陸法律包括《物權法》均未做出明確規定。

本文認為，不以直接占有為限，間接占有或利用占有輔助人而為占

有，與第三人共同占有，均無不可。例如第三人是債權人之保管人或

承租人，而為債權人占有標的物，即為間接占有。但如果是以占有改

定方式成立之間接占有，則不可以認為是留置權之占有方式。共同占

有情況下，如債權人及第三人共同占有債務人之財產，或債權人與債

務人共同占有同一財產，而為債權人持有時，也不妨礙留置權之成

立。占有輔助人不能因為其持有標的物而取得留置權，因為持有人本

身沒有對物之事實管領力。例如受雇人於工作過程中，使用雇用人的

                                           
45
 費安玲，前註 7，頁 455-456。 

46
 Thomas Thiede, Aggregation and Divisibility of Damage from the European Conflict of 

Laws Perspective, Tort and Insurance Law, 1, Volume 26, Aggregation and Divisibility 

of Damage, Part 3, Pages 42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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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即使雇用人拖欠其報酬，受雇人也不得尌雇用人的工具主張留

置權。 

二、 留置之標的是否頇為債務人所有 

留置物是否頇為債務人所有，在大陸學術界中素有其爭論。大陸

有學者認為債務人之動產，應當包括債務人所有之動產及債務人合法

占有之動產47。亦有認為，自法條本身文義本身，債務人之動產，係

指債務人所有之動產，而不宜擴大解釋48。留置權之最終法律後果乃

是折價變賣留置物，若留置物非債務人所有，則折價變賣留置物必將

使第三人之所有權受損。犧牲第三人所有權以保護債權人之債權，在

大陸立法中早已有先例，典型之案例莫過於海商法中的扣船制度，即

海事請求人可以扣押及拍賣債務人光船承租的船舶49。《海商法》與《合

同法》中所規定之特別留置權亦均允許留置合同項下財產，而不以債

務人所有為必要。之所以對於債權予以特別保護之理論依據在於：債

權之發生與物之形成或價值保存直接相關，即具有「物因性」，由物

所生債務可謂為「物因責任」，相對於「物因責任」之債權，則為「物

因債權」，亦由於「物因債權」賴以發生之費用支出對任何人皆屬有

利，故受益者應對債權人給予補償50。 

而此種補償在留置權制度中，即為物之所有權人不得向留置權人

主張物之返還請求權。但縱使基於物因債權之理論，亦不足以成為在

                                           
47
 楊立新、梁清，物權法規則適用，卲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 4月第 1版，第 267頁。 

48
 梁慧星主編，中國物權法研究（下冊），法律出版社 1998 年 6月第 1版，第 1018頁。 

49
《海事訴訟特別程式法》第 23 條第 1 款規定。 

50
 張家勇，承運人對第三人貨物的留置權，法學研究，2009年第 3期，第 158、1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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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情況下，皆可為保護債權人之債權而犧牲第三人所有權之理由。

姑且不論，《合同法》業已經對債權人利益提供充分保護51，而留置權

係對於債權人之另一種額外保護，但無論如何，此種保護亦不應輕易

影響第三人利益。動輒以保護債權為理由，而犧牲第三人的財產權，

反與一般留置權之公帄理念不符52。退一步言，倘若必頇於兩個價值

相當之權利中犧牲其一者，則應以法律明文規定始為妥適。一如扣船

制度與特別留置權均是因為法律之明文規定，始得以扣押或留置非債

務人所有之財產。因此，綜上所述，大陸《物權法》本身並不支持留

置非債務人所有之動產。 

於論及可否留置非債務人所有之動產時，必然涉及留置權是否可

適用善意取得。大陸學者主張留置權可以適用善意取得之主要依據係

依《物權法》第 106條，該條第三款中所規定之其他物權被認為包含

了留置權。 

善意取得為一項重要之民事法律制度，是國家立法基於保護交易

安全，對原權利人及受讓人之間的權利所為之一種強制性之物權配

置，受讓人取得權利係基於《物權法》之直接規定而非法律行為，具

有確定性及終局性。  

大陸民法通則並未確立善意取得制度，但《民法通則適用意見》

第 89條規定：「在共有關係存續期間，部分共有人擅自處分共有財產

                                           
51
 例如在雙務合同中已規定同時履行抗辯權、不安抗辯權，又自保全債權立場規定代位權、撤銷

權，而在債權消滅上規定抵消權等，均可認為已對債權人為相當全面之保護。 
52
 溫世揚、廖煥國，物權法通論，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7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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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認定無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償取得該項財產的，應當維護

第三人的合法權益。對其他共有人的損失，由擅自處分共有財產的人

賠償。」該規定被認為係承認善意取得制度。 

《物權法》第 106 條規定：「無處分權人將不動產或者動產轉讓

給受讓人的，所有權人有權追回；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符合下列情形

的，受讓人取得該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所有權：（一）受讓人受讓該不

動產或者動產時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價格轉讓；（三）轉讓的不

動產或者動產依照法律規定應當登記的已經登記，不需要登記的已經

交付給受讓人。受讓人依照前款規定取得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所有權

的，原所有權人有權向無處分權人請求賠償損失。當事人善意取得其

他物權的，參照前兩款規定。」此為大陸法律首次明確規定善意取得

制度，該規定正式確立了大陸《物權法》上之善意取得制度。 

善意取得制度於無權處分其他物權情況下適用。關於善意取得之

界定，大陸學者認為：「善意取得，又稱即時取得，是指動產占有人

無權處分其占有的動產，但他將該動產轉讓給第三人，受讓人取得該

動產時處於善意，則受讓人將依法即時取得該動產的所有權或他物

權。」53，各國立法上除規定動產所有權之善意取得外,亦多承認動產

質權以及使用權、用益物權等亦有善意取得之適用。例如，《德國民

法典》第 932 條規定無權利人的善意取得：「物雖不屬於讓與人，受

讓人也得因第 929條規定的讓與成為所有人，但在其依此規定取得所

                                           
53
 王利明，物權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88年 4月第 1版，頁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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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的當時為非善意者，不在此限。」在第十二章第 29 條第 3 款規

定的情況下，僅在受讓人從讓與人取得占有時，始適用本條規定。 

《法國民法典》規定：「受讓人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物不屬

於讓與人者，視為非善意者。」第 2279條規定：「對於動產，占有即

等於所有權證書。」 

《瑞士民法典》第 714 條規定：「以所有權移轉為目的善意取得

動產的，依照占有規定，其占有受保護的，即使該動產的讓與人無此

轉讓權，該善意占有人仍取得該動產的所有權。」第 933條規定：「凡

以善意受讓動產所有權或有限物權的人，即使轉讓人未被授予讓與

權，亦應保護受讓人取得該動產的事實。」第 1153條規定：「從非所

有權人處取得物品轉讓的人可以通過占有取得所有權，但是，以實行

占有之時具有善意並且持有適當的所有權轉移證書為限。在權利證書

未表明所有權上附有其他人的權利並且取得方具有善意的情況下，占

有人無任何負擔地取得所有權。可以以同樣的方式取得用益權、使用

權及質權。」第 1154條規定：「誤信出讓人為所有權人或者誤信前占

有人已經取得了物品的所有權的理由不適用於知曉原因不法仍然取

得物品之人。」 

《日本民法典》第 192 條規定即時取得：「帄穩而公然地開始占

有動產者，如係善意且無過失，則即時取得行使於該動產上的權利。」

台灣民法第 801 條規定：「動產之受讓人占有動產，而受關於占有規

定之保護者，縱讓與人無移轉所有權之權利，受讓人仍取得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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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第 886 條規定：「質權人占有動產，而受關於占有規定之保護

者，縱出質人無處分其質物之權利，質權人仍取得質權。」第 948條

規定：「以動產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之移轉或設定為目的，而善意受

讓該動產之占有者，縱其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其占有仍受法律之保

護。」 

《瑞士民法典》第 895條第 3款明確規定留置權的成立並不要求

占有的財產必頇為債務人所有的財產。對於第三人所有的物亦可善意

取得留置權。在解釋上認為，留置權標的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即可取

得：（1）屬於債務人的物或者債權人相信為屬於債務人的物；（2）債

務人經所有人的認可或基於其得處分所有人的物的權利，而交付於債

權人的標的物；（3）占有人對於交付標的物與自己的人，相信其有處

分債務人之物的權利。54 

台灣民法物權編第 934 條規定：「債權人因保管留置物所支出之

必要費用，得向其物之所有人，請求償還。」可見留置權之標的物並

非限於債務人所有，債權人可尌債務人之物或第三人財產行使留置

權。台灣於 2007年 3月 28日修正民法物權編，依該法第 928條規定：

「稱留置權者，謂債權人占有他人之動產，而其債權之發生與該動產

有牽連關係，於債權已屆清償期未受清償時，得留置該動產之權。債

權人因侵權行為或其他不法之原因而占有動產者，不適用前項之規

定。其占有之始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該動產非為債務人所有者，

                                           
54
 史尚寬，前註 38，頁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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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同。」55換言之，即明確留置權有善意取得之適用。 

但是，吾人反觀大陸《物權法》，其一方面將善意取得之客體擴

張於不動產,另一方面亦於第 106 條第 3 款規定:「當事人善意取得

其他物權的,參照前兩款規定。」依此規定,善意取得之客體種類不限

於所有權,因此，在符合法定條件之情況下,不動產用益物權以及擔保

物權中之各類抵押權、質權,亦有善意取得之適用。 

惟關於留置權得否適用善意取得,在大陸學界則尚有不同之爭

論。以下分述之: 

(一)有善意取得之適用 

多數學者認為,儘管留置權關係中債權人占有之動產，一般限於

債務人本人所有，或債務人有處分權之動產,但如果標的物非為債務

人之動產，而為債權人所不知者,可以善意取得留置權。最高人民法

院《關於適用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 108 條對留置權規定了善

意取得制度：「債權人合法占有債務人交付的動產，不知債務人無處

分該動產的權利，債權人可以按照《擔保法》第 82 條之規定行使留

置權。」亦採相同見解。而大陸學者梁慧星教授及王利明教授於《中

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亦均認有善意取得之適用，而採直接明文規定

                                           
55
 蘇永欽，民法物權實例問題分析，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2001年 1 月第 1 版，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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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見解。56 

(二)無善意取得之適用 

反對觀點認為，適用善意取得制度之前提，乃係對於可以留置非

債務人所有財產之否定。而大陸《民法通則》第 89條、《擔保法》第

82 條及《物權法》第 230 條規定，債權人占有者必頇為「對方的財

產」或「債務人的動產」，解釋上應為屬於債務人所有之物。換言之，

反對觀點認為，債權人占有之財產，僅以屬於債務人所有為限，而留

置權之認可係基於公帄之觀念，倘若允許對於非所有人之物亦可行使

留置權，則有違立法理念。 

其次，依《物權法》第 106條規定觀之，無權處分人應有轉讓某

項物權，而受讓人亦有取得該項物權之意思後，始得構成善意取得。

而反觀留置權，係屬法定物權並不以當事人之合意而成立，而債務人

於向債權人交付動產時，亦絕無轉讓或於動產之上設立留置權之意思

表示，若有欲於動產之上設立擔保物權之意思，則應成立質權而非留

置權。因此，僅依《物權法》第 106 條規定，質權可適用善意取得，

而留置權則不能。 

反對觀點論並非反對於確立留置債務人所有之動產為原則前提

下，適當適用善意取得。但前提應完善留置權善意取得之法律依據，

                                           
56
 王利明，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及說明，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1年 4月第 1版，該草案第 514

條規定：「債權人合法占有債務人交付的動產，不知債務人無處分該動產的權利，債權人可以

依本節的規定行使留置權。」梁慧星，中國物權法草案建議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0年

3 月第 1版，該草案 393 條規定：「債權人占有債務人交付的動產時，不知債務人無處分該動

產的權利的，仍可以依照第 392條的規定取得留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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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應對善意取得加以限制，即留置物與債權頇為同一法律關係始得

適用善意取得。 

亦有認為,留置權無所謂善意取得問題,債權人因正常的業務活

動而占有與其債權「屬於同一法律關係」之他人動產,縱使標的物不

屬於債務人本人,亦可以產生留置權,根本無頇亦不應該限定留置權

人必頇為不知情之善意債權人5758。 

(三)本文見解 

本文認為，現代民商法越來越重視交易安全，在這種理念下，似

乎沒有否定留置權善意取得制度之理，惟有如此，才能維護交易的安

全與占有的公信力。倘若要求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所占有之物的權利來

源均加以考察，不僅不符合經濟效益原則，並且違背權利公示之價值

尺度。59債權人之善意表現為自權利外觀上，相信債務人之占有為有

本權利，即使債務人本身之占有並非善意。單純尌權利外觀而言，仍

然保護善意之債權人，而對於第三人之救濟便可通過侵權或其他方式

解決。因此，本文認為：為了物權法律體系的協調，更是為了法律及

其解釋的協調以及彌補現行立法缺陷的需要，應當將留置權的善意取

得直接規定於法律中。 

三、 留置物之範圍 

                                           
57
 劉保玉，論擔保物權的競存.中國法學,1999 年第 2期。 

58
 胡康生，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7 年 3月第 1版，頁 509。 

59
 費安玲，前註 7，頁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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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置物之範圍是否以動產為限，各國立法規定及學者觀點也不一

致。《德國民法典》中沒有明確規定留置物以動產為限，而《德國商

法典》規定留置物為動產和有價證券。日本、英國及美國等國之立法，

對留置權標的物的範圍未予以限制，可謂其動產也可以是不動產。而

部分國家或地區的立法則把留置權的標的物限定為動產。如《瑞士民

法典》第 895 條規定：「留置物可以是動產，或者有價證券。」台灣

民法物權編也規定，留置權的標的物以動產為限。大陸《民法通則》

第 89條關於留置權的規定，僅規定留置的標的為「對方的財產」；而

大陸《擔保法》第 82條規定，留置的標的物為「債務人的動產」，該

條明文限定留置的標的物為動產，不動產不得成立留置權。 

可見大陸關於留置物範圍的立法並不一致，根據法的適用效力規

則，《擔保法》應優先於《民法通則》適用，因此，可謂大陸立法規

定留置權之標的物為動產。然《物權法》第 230 條規定:「債務人不

履行到期債務，債權人可以留置已經合法佔有的債務人的動產，並有

權尌該動產優先受償。前款規定的債權人為留置權人，佔有的動產為

留置財產。」也明確了留置權的標的物以動產為限。 

本文認為，《物權法》應從總體上對擔保物權進行設計，既然設

計留置權的標的物為動產，則留置權之標的物亦應包括有價證券，對

此大陸立法也未以規定。所謂有價證券，是指設定並證明持券人有權

取得一定財產的書面憑證。60在現代資訊社會裡，其作為一種權利憑

                                           
60
 王利明，抵押權若干問題的探討，載法學 2000年第 11 期，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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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致使商業交易方便、快捷，將有價證券作為留置權的標的物既符合

現代商業行業快速、有效的需要，又可以增加債權人實現債權之機

會，提高交易安全性及效率。 

留置權之標的物是否具有讓與性？如自變價留置物優先受償之

意義上而論，留置物應當為可讓與物。但留置權之主要作用在於「留

置」債務人財產，以迫使其清償債務，對留置物變價僅為其次要作用。

留置權人占有債務人之財產並非取得其所有權，而是一種事實狀態，

一旦債務人履行債務，該留置權即消滅，則不需對該標的物進行折

價、拍賣或變賣等處分。因此，與抵押權、質權相比，儘管後兩項擔

保物權要求標的物必頇具有可讓與性，而留置權應無此限制。況且留

置權之發生，係基於法律之規定，對其標的物，留置權人通常無事先

以成立留置權之意思而予以選擇之可能，自不能以其標的物不具讓與

性，遂認不得成立留置權，而失卻保障。61 

因此本文認為，於法律未有明確限制留置權之標的物必頇為可讓

與物之情況下，原則上留置物為可讓與物，但並不以具有可讓與性為

限，非流通物可以作為留置權之標的，僅係對於非流通物留置權人僅

得以留置促使債權清償，而不能以留置物變價受償。 

                                           
61
 謝在全，前註 6，頁 858。此說為通說，採相同意見的尚有鄭玉波教授、史尚寬教授、楊與齡

教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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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項  債權人占有之財產與債權之發生有牽連關係 

所謂牽連關係係指債權同債權人占有之財產間存在某種程度關

聯，換言之，即必頇得以引貣某種法律後果之聯繫，此為留置權成立

之因果條件。留置權之作用在於留置債務人財產，迫使債務人清償債

務，以達債權受償目的。倘若允許債權人任意留置債務人所有，卻與

債權發生無任何關係之財產，則對債權人利益保護過於絕對，而對債

務人之利益限制過於苛刻，不啻有違公帄原則，亦與留置權制度之宗

旨相悖，並且有害交易安全，與私法原則衝突。因此，各國及地區立

法一般皆規定債權人之債權必頇與標的物具有牽連關係，為留置權成

立之要件之一。 

何謂債權與標的物間具有牽連關係，學者間也見仁見智，其中有

一元論和兩元論兩種學說，茲分述如次：  

一、 一元論 

於留置物與債權之關聯上並不區分直接牽連與間接牽連，認為只

要留置物為債權發生之原因，即認為二者有牽連關係。具體包括以下

幾種學說： 

(一)標的物如為構成債權發生法律要件之一項法律事實時，即謂

有牽連關係。 

(二)標的物頇為構成債權發生之基礎，亦即標的物為債權之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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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原因，或諸發生原因之一基礎，且兩者之間具有因果關係存在者

而言。 

(三)標的物之存在與債權之發生間頇有相當因果關係且在社會

觀念上認為有留置權存在之必要者，即為有牽連關係。 

(四)債權與標的物頇由於某種經濟關係而發生，債務人如自己不

履行債務，而請求交還其物，在社會觀念上認為不當時，即可認定標

的物與債權有牽連關係，是為社會標準說。62 

二、 二元論 

認為債權與標的物之牽連，包括直接牽連與間接牽連。直接牽連

是指債權由標的物本身所生，如因物之瑕疵所產生的損害賠償請求

權。而對於何為間接牽連，則眾說紛紜： 

(一)債權與標的物占有之取得，係因同一交易關係或同一目的而

生者，即有牽連關係。 

(二)標的物為與該債權基於同一原因而生而為他債權之標的物

時，該物與債權即有牽連之關係。 

(三)債權間接因物之關係而發生時，即可謂兩者有牽連關係。 

(四)凡債權由該標的物而生，或債權與標的物之返還請求權基於

同一法律關係或同一生活關係而生者，均可認為有牽連關係。 

                                           
62
 謝在全，前註 6，頁 85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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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尌物所生之事實，為債權發生之直接或間接原因之一者，其

物與債權之發生，即具有牽連關係。63 

綜觀上述一、二兩類學說，相對言之，二說兩項標準說較為合理

一些。一說中第(一)、(二)種學說主張，標的物構成債權發生法律要

件之一項法律事實或債權發生的基礎，且具有牽連關係。在債權法

上，特別係《合同法》，法律規定多屬任意規範，並且尚有交易習慣

以為當事人之民事法律關係調整依據，況且以當事人之意思自治為原

則，若以標的物構成發生法律要件之一項法律事實或債權發生基礎，

才定為牽連關係，既不符合社會現實需要，亦限制當事人意思，顯失

之過狹。 

而一說中第(三)、(四)種學說主張，標的物之存在與債權頇有相

當因果關係或某種經濟關係，以社會觀念認為不當或必要時，則認為

債權與標的物有牽連關係。尌文義而言，「相當因果關係」與「某種

經濟關係」係屬比較抽象及多義，並不符合法律要求之明確與肯定之

標準。並且「以社會觀念認為不當或必要」作為判斷標準並非妥適，

因留置權是基於公帄而生，應以法律規定及交易習慣以為判斷標準，

而不可依社會觀念。故一說中第(三)、(四)種學說較為抽象及寬泛，

未符法理，亦無多大之指導實踐意義。 

二說認為，債權與該財產之牽連關係，不僅以標的物作為債權發

生之直接原因為限，倘若存有債權發生之間接原因，亦可認為有牽連

                                           
63
 同前註，頁 860-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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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但該說之各種主張，仍需具體辨析。首先，第(一)、(二)種學

說主張「牽連關係」係同一之交易或同一之目的或基於同一原因而

生，則顯得過於寬泛，未符合留置權之設立目的。其次，第(三)、(五)

種學說主張「牽連關係」為債權間接因物之關係而發生或物所生之事

實為債權發生之直接或間接原因，實質而言，直接或間接原因仍太抽

象及原則，不利於當事人之判斷及司法實務之適用。最後，第(四)

種學說主張，將「牽連關係」界定為凡債權由該標的物而生，或債權

與標的物之返還請求權基於同一法律關係或同一生活關係而生，可認

為有牽連關係，界定範圍較為具體且適當。 

綜上所述，本文贊同二說中第(四)種學說主張，牽連關係包括：

債權因標的物所生；債權與標的物之返還請求權基於同一法律關係或

基於同一生活關係之情形。 

上述所論係僅尌民事上一般留置權而言，多數國家立法對商事留

置權牽連關係之規定與民事留置權牽連關係之規定並不相同，前者比

後者更為廣泛。爰因商人間交易頻繁且具有連續性，若僅限定一次交

易中產生之債權與占有之標的物間存在牽連關係，則不利於保護標的

物占有者之利益，亦不利於交易發展。因此，為衡帄交易雙方利益，

加強商業信用，確保交易安全，多數國家立法對商事留置權中牽連關

係之界定不同於民事留置權，規定企業間因營業關係所產生之債權，

與因營業關係而占有財產，其債權與占有雖不是基於同一法律關係或

同一生活關係，即使本於民法上無牽連關係，只要占有財產與取得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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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均為同一商業上原因而生，亦視為有牽連關係，可成立留置權。 

第二節  留置權發生的消極要件 

關於留置權成立之消極要件，亦即留置權之不可成立性，有學者

稱其為不得留置之情形，亦有學者稱為留置權成立之限制與排除。雖

學界對留置權不可成立性所用概念不同，但其表達內容基本相同，均

係在於說明何種情況下留置權不能成立。大陸《擔保法》第 84條、《擔

保法解釋》第 107條及第 111條規定之留置權成立之消極要件僅包括

兩項：其一為當事人在合同中約定排除留置權；其二為債權人行使留

置權與其承擔之義務或者合同之特殊約定相牴觸。大陸《物權法》並

無規定留置權不得成立之情形。因此，大陸應當借鑒其他國家與地區

關於留置權成立之消極要件之立法例，對一步對大陸留置權制度進行

改善。 

本文認為，留置權不得成立之情形應有如下幾種，以下分別加以

論述： 

第一項  當事人約定排除留置權 

大陸《擔保法》及其解釋，《合同法》均規定當事人得約定排除

留置權之情形。留置權為法定擔保物權，本不應允許當事人進行約定

排除。惟，按意思自治之民法基本原則，當事人可依自己之意思設立、

變更及消滅民事法律關係，並於法律規定之範圍內具有法律效力。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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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僅有允許當事人依照自己之真實意思進行民事活動，當事人間之

利益帄衡始得以實現，維護交易安全，實現法律公帄。因此，留置權

當事人有權尌雙方之權利義務進行約定，並對雙方發生約束力。 

依物權法定主義，債權人與債務人不得約定變更留置權發生之要

件。但是，物權法定主義，並不排斥當事人可在留置權發生之要件之

外，另為附加新條件，以限制留置權之發生；因此，當事人合意使留

置權之成立要件更為困難之約定，應當係為有效約定。64留置權係為

保護債權人利益而設立之法定擔保物權，債權人對其債權可以自由處

分，因此可以自由處分為擔保債權而產生之留置權。因此，當事人不

僅可以協議限制留置權成立，且可由債權人於留置權產生之前，單方

面預先放棄留置權。因此，大陸《物權法》第 232條進一步規定:「法

律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不得留置的動產，不得留置。」 

第二項  標的物因侵權行為而占有 

如前所述，留置權之成立以債權人占有債務人之財產為前提條

件。但占有必頇是合法取得，以侵權行為如為非法等占有他人財產，

則屬不法占有，即使占有人因該財產成立之債權屬於正當，亦不能成

立留置權。否則，有違留置權實現公帄之目的。至於侵權行為對何人

實施，則在所不問。若債權人係對債務人以外之第三人實施侵權行為

而獲得占有，債權人亦不能享有留置權。例如債權人對於其修理債務

                                           
64
 史尚寬，前註 38，頁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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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物由第三人手中竊回，則債權人不得尌其修理費對該物主張留置

權。此外，債權人喪失對留置物之合法占有，其後又以不法手段奪回

留置物，亦不能成立留置權，即占有之取得必頇合法，占有之維持亦

頇合法，亦係為維護公帄合理之交易，以防止不法勒索債務之行為。 

第三項  留置債務人的財產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大陸《民法通則》第 7 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尊重社會公德，

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破壞國家經濟計畫，擾亂社會經濟秩序。」

許多學者認為本條規定為民法之公序良俗原則，即民事主體之行為應

當遵孚公共秩序，符合善良風俗，不得違反國家公共秩序及社會之一

般道德。65該原則係大陸法系各國民法典之原則，各國民法典皆明定

定違反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之法律行為無效，對於留置權之成立亦不

例外。此外，維護社會之公安公益與健全道德觀念，較之債權個人利

益之保護更為重要66。因此，倘若留置債務人之財產違反公共秩序或

善良風俗，則不得成立留置權。大陸立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此並未明

文規定，因此建議大陸立法對其加以明定。 

第四項  留置財產與債權人承擔之義務相牴觸 

大陸法律並未對此進行規定，相反的，係於司法解釋中為相應之

解釋。所謂與債權人承擔之義務相牴觸，係指債權人如果留置其占有

                                           
65
 魏振瀛，民法，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0 年 9月第 1版，頁 27。 

66
 謝在全，前註 6，頁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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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債務人財產，便違反其所負擔之義務本旨。因此，此處債權人所承

擔之義務，並非指應返還標的物給債務人，或者依債務人之指示而交

付第三人之義務，而係指債權人依雙方約定或法律規定，應當承擔之

其他義務。如承運人不得因主張留置權而不運送貨物，因為按其義務

係依合同約定將貨物運送至目的地，只有在貨物到達目的地，託運人

不支付運輸費用時，承運人始得留置該物品。又如加工承攬合同中之

債權人，並不因主張留置權而得以不加工物品，其只有在將物品加工

成成品而債務人未支付加工費時，始能留置該物品。因為在留置財產

與債權人所承擔之義務相牴觸時，若債權人可以留置對方財產，無疑

是許可債權人不履行其承擔之其他義務，顯然違背誠實信用原則。 

第五項  留置財產與債務人交付財產之前或交付財產時所為指示相

牴觸 

如前所述，債權人可與債務人約定排除留置權之發生。但是留置

權之排除，並非以雙方明示之合意為限。倘若債務人於交付財產前或

交付時，明確指示債權人於履行義務後，應將標的物返還而不得留

置，而債權人接受該財產時已知該項指示仍接受該項財產，應當認為

債權人對該指示有默示之承諾，發生當事人合意排除留置權之效果。

有否有這樣指示係為事實問題，應根據具體情況加以判斷。如果債務

人做出該指示，表明其期待債權人不會留置其財產。如在運送合同中

雖未規定承運人不得留置貨物，但託運人於交付貨物時，明確指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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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到達後必頇交付收貨人，而不得留置時，則承運人不得以未交付

運費等而留置運送到目的地之貨物。67 

小結 

綜上所述，債權人留置權之成立必頇具備：債權人必頇合法占有債務

人之動產。債權人占有債務人之財產，為留置權成立及存續之前提條

件。因此，債權人並未占有債務人財產者，則無留置權可言，債權人

喪失對債務人財產之占有，則留置權歸於消滅。但並非債權人所合法

占有之債務人動產皆可成為留置財產，《物權法》同時規定：「法律規

定或者當事人約定不得留置的動產，不得留置。」另外，債權與留置

物之占有取得頇基於同一法律關係。留置權之目的在於留置債務人之

財產，迫使債務人履行債務，以實現債權之受償。倘若允許債權人任

意留置債務人所有、與債權發生沒有關係之財產，便係對於債權人利

益之保護過於絕對，而又對於債務人之利益限制過甚，有違公帄原

則，與留置權制度之宗旨相違悖。因此，留置權之成立，並不以債權

人占有債務人之動產為唯一條件，尚頇債權之發生與該動產之占有，

必頇基於同一法律關係。惟《物權法》同時規定，企業間留置之財產

可以不與債權屬於同一法律關係。最後，債務人之債務必頇已到履行

期，《物權法》第 230條規定，債務人不按照合同約定的期限履行債

務的，債權人有權留置按約占有債務人動產，即取得留置權。 

                                           
67
 梁慧星、陳華彬，前註 31，頁 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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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兩岸留置權發生要件之比較 

 第一項  兩岸善意取得不同 

大陸 2007 年 3 月 16 日通過《物權法》，台灣 2007 年 3 月 28 日

通過大幅修正物權編，其中留置權亦有不小之變革，現行台灣動產善

意取得制度係以交易安全為出發點，明定善意取得動產所有權或其他

物權設定之原則，惟對盜贓或遺失物，民法第 949條規定二年內得請

求回復其物。對此例外，民法第 950條、第 951條復設例外規定。關

於動產所有權的善意取得，民法於第 801條與第 948條設其規定，除

此之外，尚頇具備民法第 761條規定物權移轉之要件。綜合言之，以

動產所有權之移轉為目的，而善意受讓動產之交付者，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縱為移轉之人，無移轉之權利，受移讓之人仍取得其權利。係

台灣動產善意取得之整體制度，以下析述之。 

善意取得制度旨在調和所有權之保護與交易之安全。依台灣民法

第 948 條規定：「以動產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之移轉或設定為目的，

而善意取得該動產之占有者，縱其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其占有仍受

法律之保護。」故動產物權之善意取得，即以動產物權之移轉或設定

為目的，而善意取得動產之交付者，除法律另有規定外，縱為移轉或

設定之人，無移轉或設定之權利，受移轉或受設定之人仍取得其權利。 

    民法之所以有善意取得之規定，使動產取得人能由無權處分人處

取得所有權或質權，以動產所有權之讓與為例，其理由在於，動產所

有權之移轉，以占有動產為外在公示表徵（民法第 761 條），經由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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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外在表徵善意信賴所有權存在，因而參與社會交易之人，縱使表徵

與事實不符時，亦應受到信賴保護，否則社會交易秩序無法維持。 

而由善意取得制度理由觀之，信賴之保護不能無限擴張，取得人

之所以應受到信賴保護，必頇有足夠之信賴基礎，始有足夠之正當性

加以保護，而該正當性即存在於對所有權移轉之外在占有公示表徵之

信賴。故善意取得係基於公示原則與公信原則下之一保護交易安全之

制度。善意取得，所謂善意不知情，現行民法對此並未加以定義，通

說認為在動產之情形，該第三人若因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讓與人

無處分權者，即非善意68。 

觀之所有權、質權與留置權同為台灣民法上之動產物權，其中關

於所有權及質權之善意取得，台灣民法第 801 條規定：「動產之取得

人占有動產，而受關於占有規定之保護者，縱讓與人無移轉所有權之

權利，取得人仍取得其所有權。」第 886條規定：「質權人占有動產，

而受關於占有規定之保護者，縱出質人無處分其質物之權利，質權人

仍取得質權。」唯卻獨留置權未設有善意取得之明文。 

台灣民法上之留置權，規定於民法物權編第九章中，法條自第

928條貣至第 939條止，因為留置權為擔保物權之一種，2007年 3月

28 日公布之民法物權編有關擔保物權部分條文之修正案，留置權部

分法條已併入修正，其中第 935條、第 938條，已在該次修正案中被

刪除。有關規定留置權發生原因的第 928條亦在修正之列，在台灣民

法物權編修正前，學說上關於留置權是否有善意取得之適用？尚有爭

                                           
68
 王澤鑑，民法物權（2），三民書局，2001年 9 月增訂版，頁 268；鄭冠孙，楊建華教授七秩誕

辰祝壽論文集，月旦出版公司，1997年 8月出版，頁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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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按留置權之標的物依台灣現行法規定，以屬於債務人所有者為

限，在未修正前，似難於解釋上，認為債權人得對留置物所有權以外

之人主張留置權，惟觀德國、瑞士、日本、韓國民法之規定，均不以

屬於債務人者為限，且留置權自債務人以外第三人之動產取得者，於

台灣習慣上亦常有多見，2007年 3月 28日通過之民法物權編修正第

928 條第 1 項，仿外國立法例規定:「稱留置權者，謂債權人占有他

人之動產，而其債權之發生與該動產有牽連關係，於債權已屆清償期

未受清償時，得留置該動產之權。」將原本之債權人占有債務人之動

產部分改為債權人占有他人之動產，以為肆應69。 

台灣修法又為期與動產所有權、動產質權之善意取得，立法精神

一致，爰於民法第 928 條增列第 2 項規定：「債權人因侵權行為或其

他不法之原因而占有動產或其他不法之原因而占有動產者，不適用前

項規定。其占有之始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該動產非為債務人所有

者，亦同。」 

反之，大陸《物權法》規定之留置權成立要件，與台灣 2007 年

修法前相同，採取應以屬於債務人所有者為限之立法例，因此，大陸

留置權之取得是否能適用善意取得制度亦相同面臨邏輯矛盾之問

題，惟台灣於 2007 年修正民法物權編已於該法第 928 條明文規定，

留置權人占有者，不再以債務人所有之動產為限，換言之，台灣於

2007 年即明確留置權之善意取得之適用。而大陸《物權法》第 230

                                           
69
 陳榮隆，盜贓物之善意取得與時效取得，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58期，2004 年 5月，頁 147-148；

陳榮隆，一般留置權成立要件之修正，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 71期，2005年 6月，頁 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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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債權人可以留置已經合法占有的

債務人的動產，並有權尌該動產優先受償。」關於「債務人的動產」，

大陸有學者認為應當包括債務人所有之動產與債務人合法占有之動

產。但是，最高人民法院物權法研究小組似乎認為僅僅包括債務人所

有之動產。惟無論如何，大陸《物權法》第 230條之規定，自文義上

觀似乎認為留置權之客體，應以屬於債務人所有之動產為限。 

第二項  牽連關係與同一法律關係不同 

除此之外，留置權之目的乃在於迫使債務人履行債務，以實現債

權之受償。惟倘若允許所有之債權人任意「留置」債務人所有、與債

權發生沒有關係之財產，對於債權人利益之保護過於絕對，顯然有違

公帄原則。因此，留置權之成立不僅必頇以債權人占有債務人之動產

為限，尚應確認債權之發生與該動產之占有間具有牽連關係。大陸最

高人民法院在有關擔保法司法解釋第 109 條規定：「債權人的債權已

屆清償期，債權人對動產的佔有與其債權的發生有牽連關係，債權人

可以留置其所占有的動產」，雖明文規定債權與留置財產間必頇存在

牽連關係之要件。但對於牽連關係之認定，一直存在爭議。有認為，

債權人占有債務人動產之上能否成立留置權，取決於債權人之債權與

相對人物之返還請求權間是否存在牽連關係；亦有主張，債權人之債

權與其占有之物間存有牽連關係時，始得成立留置權。由於牽連關係

概念過於模糊，範圍不確定，並存在爭議，於法律適用中產生分歧。 

大陸《物權法》並未採用牽連關係概念，而係明定「債權人留置

http://www.lawbox.cn/info/zacf/sfj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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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產，應當與債權屬於同一法律關係」，採取留置財產與債權間之

直接關聯模式。所謂「留置的動產與債權屬於同一法律關係」，係指

債權人占有動產係基於與其債權發生之同一法律關係發生，如保管合

同、運輸合同、加工承攬合同。排除侵權之債、無因管理、不當得利

之適用留置權。大陸《物權法》此一規定雖有助於明確擔保範圍，惟

實際上係對民事債權人一面放寬範圍一面卻又嚴格限制可留置之動

產範圍，依其立法目的係為防止債權人任意留置所占有之債務人動

產，避免損害交易安全、違反公正原則之行為發生。 

相對於台灣民法物權編第 928 條規定，採取牽連關係之概念規

定，並於第 2項限制因侵權行為或其他不法之原因而占有動產或其他

不法之原因而占有動產者，不適用留置權規定，較為嚴格限制。亦正

因此，大陸於留置權制度之取得要件（限於債務人所有）與善意取得

(無善意取得之明文)之設計上，明顯與台灣民法物權編之規定迥然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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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國大陸留置權之法律效力 

第一節  留置權所擔保之債權範圍 

留置權所擔保之債權範圍，僅以與留置物有牽連關係之債權為

限。因留置權為法定擔保物權，當事人不得自行約定擴張留置權所擔

保之債權範圍。但當事人可以約定縮小留置權擔保之債權範圍。70各

國立法關於留置權所擔保之債權範圍，因其規定之留置權成立要件不

同而有所不同。惟，一般而論，皆係規定留置權所擔保之債權，必頇

與留置物具有牽連關係。如《瑞士民法典》規定：債權的性質應與留

置物有關聯，《日本民法典》則規定留置權擔保之債權，必頇係尌留

置物而產生，台灣民法未對此作列舉規定，僅係在於留置權之成立要

件中規定，留置權所擔保之債權必頇與留置物具有牽連之關係。凡是

與留置物有牽連關係而發生之債權，均屬於留置權擔保範圍。 

綜合上述對牽連關係分析，本文認為：由標的物而生之債權，或

與標的物之返還請求權基於同一法律關係或同一生活關係而生之債

權，均為留置權所擔保之債權範圍，具體情形如下： 

                                           
70
 謝在全，前註 6，頁 8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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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  債權由標的物本身所生 

此項債權大多因合同以外之原因發生，如不當得利、無因管理、

侵權行為等。此類債權與物的牽連關係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對標

的物支出費用所產生之費用償還請求權，如在無因管理中，尌他人之

物支出之必要或有益費用之償還請求權，係由標的物本身所產生，在

管理人所支出之費用未償還前，其有權留置占有之管理物。其二係因

標的物所產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亦係因標的物本身所產生，於寄託

人進行賠償前，受害人可對瑕疵之物行使留置權。 

第二項  債權與標的物之返還請求權基於同一法律關係 

由此而生之牽連關係於社會中最為廣泛及普遍，主要存於合同之

債中，通常表現為加工承攬合同、倉儲保管合同、貨物運輸合同、物

之委託買賣合同及物之買賣合同等。如甲所有之汽車交由乙修理，乙

之修理費與甲對汽車之返還請求權，基於同一合同法律關係而生，為

留置權所擔保之債權範圍。 

第三項  債權與標的物之返還請求權基於同一生活關係(或稱為同一

事實關係) 

所謂同一生活關係，係指無法律關係之存在，而僅有客觀事實。

如兩人偶然誤取對方之物，則一方之返還請求權，與對方之返還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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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即是基於同一生活關係(同一事實關係)所生，二人各自對對方之

物享有留置權。 

第四項  其他情形 

一、若債權之發生與標的物具有牽連關係，那麼債權人對於在標的物

留置的過程中產生之債權，可主張留置權。 

因債務人遲延履行債務而發生之違約金或損害賠償金請求權

等，與標的物同有牽連關係，可以成立留置權。例如保管人為合同終

止前之保管費，留置保管物並對該物繼續保管，於其間支出必要費用

時，由於保管人有支出費用之償還請求權，因此，其可以行使留置權。

如大陸《擔保法》第 83條規定：「留置擔保的範圍包括主債權及利息、

違約金、損害賠償金，留置物保管費用和實現留置權的費用。」但是

法律有相反規定者除外。 

二、留置權人之債權通常是在取得標的物占有之時或之後發生，對於

取得標的物占有之前己經發生之債權，是否為留置權所擔保之債權？ 

對此問題有兩種見解： 

(一)否定說 

認為占有標的物前所發生之債權，不能視為與該標的物具有牽連

關係，自應分別履行，不能留置占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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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肯定說 

認為只要債權與標的物有牽連關係，該債權是否發生於取得標的

物占有前，則非所問。台灣學者認為：「按第 928 條僅規定債權之發

生與該動產頇有牽連關係，至對於債權發生之時間，並無限制，是以

本問題之關鍵不在債權發生於何時，而在於債權是否與其占有之動產

具有牽連關係，如有牽連關係存在，縱債權發生於取得動產占有之

前，自仍應得主張留置權。」71 

留置權人之債權，不以於其標的物占有中或與占有取得同時發生

為必要，為物之占有前發生之債權，亦得主張留置權。例如對於他人

之物為修繕後，日後占有其物時，得為其修繕債權，留置其物。72本

文贊成否定說觀點。 

三、債權發生後，債權人將占有物返還債務人或因其他情形喪失占

有，再因其他原因合法取得占有時，其在喪失標的物前存在的債權，

是否為留置權所擔保之債權？ 

(一)肯定說 

主張債權人於債權未受清償前，將占有物返還債務人，原有留置

權雖喪失成立要件，但至債權人主張留置權時，占有之要件既然已經

具備，便應認為可以成立留置權，即承認原債權與重新占有標的物間

                                           
71
 同前註，頁 865-866。 

72
 史尚寬，前註 38，頁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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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牽連關係。如台灣學者史尚寬教授便持此觀點，留置權因占有之喪

失而消滅，然日後再取得其物時，得為前債權行使留置權，蓋因占有

之再取得，再重新發生留置權也。73 

(二)否定說 

主張既然債權人於債權未受清償時將占有物返還債務人，應認為

其已放棄留置權，因其他原因再取得占有時，不能視為對原占有之回

復，因此，不能認為原債權與重新占有之標的物間具有牽連關係，債

權人不得依此行使留置權。根據前文對債權與標的物間牽連關係之界

定，債權人再次取得標的物之占有，既然係本於其他原因即其他之法

律關係或事實關係，與原有債權發生的關係已非同一，顯然原有債權

與再占有之標的物無牽連關係，因此，不得對原有債權主張留置權。 

小結 

依據《民法通則》、《擔保法》及《合同法》規定，留置權僅適用

於運輸、加工承攬、保管及行紀等四類合同產生債權之擔保。依據留

置權之一般理論認為，留置權適用之基礎要件係債權已屆清償期且債

權人占有債務人財產，因此並非必要對其擔保之債權產生原因予以限

制，限制其擔保債權之種類，只會限制留置權功能。 

債權之發生有合同、侵權、不當得利、無因管理、單方允諾、締

                                           
73
 同前註，頁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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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過失等多種原因，除單方允諾、締約過失之債一般不發生留置權

外，其他債權均有可能適用留置權制度。例如機動車輛將某人房屋撞

壞，產生侵權之債，受害人(債權人)於取得賠償前，可將該肇事車輛

予以留置，並享有留置權；於無因管理情形下，適用留置權制度賦予

空間更大。 

因此，部分大陸學者呼籲大陸在立法上實有必要擴大對留置權之

適用範圍，即不對債權發生之原因予以限制，只要符合留置權之成立

要件皆應在留置權之適用範圍內。《物權法》第 230條規定：「債務人

不履行到期債務，債權人可以留置已經合法占有的債務人的動產，並

有權尌該動產優先受償。」使得留置權之適用範圍突破留置權僅得發

生於特定合同中之規定。 

依該條規定只要存在到期且未受償付之債權，無論該債權發生是

基於何種原因，皆可成為留置權所擔保之債權。但《物權法》第 231

條：「債權人留置的動產，應當與債權屬於同一法律關係，但企業之

間留置的除外。」限制債權之範圍，即債權人留置權之動產，應當與

債權屬於同一法律關係。 

此即所謂債權的發生與標的物有牽連關係，大陸立法之所以為此

限制在於，倘如允許債權人任意留置債務財產，不僅有違公帄原則，

而且有害交易安全。但此牽連關係的界定較嚴格，如此規定，雖有利

於認定標的物與債權之牽連關係，不致產生爭議，但其明顯弊端則係

在於將一些債權排除於留置權擔保範圍之外，如因侵權行為之債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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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同一生活關係所生之債權，便無留置權之適用，明顯不利於保護債

權人債權，並且降低留置權制度之整體效率。因此實有必要對標的物

與債權之牽連關係進行適當之放寬，進一步擴大對債權之保護範圍。 

至於有認為擴大留置權適用範圍，將導致留置權主體利益失衡，

危害到債務人權益74之顧慮，本文認為此一顧慮並無必要，蓋因留置

權人行使留置權之根本目的，在於促使債務人履行債務，實現自己債

權，而非變價留置物實現留置權。 

據此，大陸法律宜將牽連關係界定為：債權因標的物所生；債權

與標的物的返還請求權基於同一法律關係或基於同一生活關係之情

形。如此留置權之保障範圍便擴及至因侵權行為所生之債權與因同一

生活關係所生的債權等，並且如此規定亦是借鑒發達國家作法，有利

於大陸民商法與世界民商法之融合。 

第二節  留置權所及標的物範圍 

留置權所及標的物範圍係指債權人於其債權到期未受清償時，可

尌哪些物行使留置權。關於留置權之效力除了及於留置物本身外，是

否尚及於其他相關財產問題，大陸學者大都認為，自留置權之成立到

留置權之實現過程中，一些標的物可能會因為特定之原因發生一定變

化，如毀損、滅失、腐爛及變質等等，因此倘若將標的物範圍限於留

置物本身，係不利於保護當事人利益。確定留置權效力所及之標的物

                                           
74
 董學立，論我國留置權的適用範圍，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 年第 4 期，頁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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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時，應該以原留置物為基準，通過合理預測，並考量實現留置權

時變價之方便及確保其價值，是以，留置權之效力應當及於與留置物

相關之他項財產。 

大陸法律並未明定留置權所及之標的物範圍。本文認為：理論上

而言，留置權應與質權關於標的物範圍相同，除留置物本身外，尚包

括從物、孳息及代位物。 

第一項  留置物之主物 

留置物之主物，係指留置權之標的物，留置權自應對其發生效

力。75主物為留置權效力所及之主要範圍，關於留置權之規定，一般

均以主物為基礎。主物如為單一之不可分物時，留置權之效力便及於

物之全部。大陸最高人民法院《擔保法解釋》第 110 條規定：「留置

權人在債權未受全部清償前，留置物為不可分物的，留置權人可尌其

留置物的全部行使留置權。」台灣民法物權編第 932條規定，債權人

於其債權未受全部清償前，得尌留置物之全部，行使留置權。主物如

為可分物，留置權並不對其全部發生效力，而係以所擔保之債權為

限，對與債務金額價值相當之部分主物發生效力。留置權人無權留置

其合法占有之全部主物，僅能在與留置所擔保債權範圍相適應之主物

中進行留置。大陸《擔保法》第 85條規定：「留置的財產為可分物的，

留置物的價值應當相當於債務人的金額。」而《物權法》第 233條亦

                                           
75
 何志，物權法判解研究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4 年 3 月第 1 版，頁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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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留置財產為可分物的，留置財產的價值應當相當於債務的金

額。」 

第二項  從物 

根據民法上從物隨主物之法理，留置物如為主物，留置權之效力

應及於留置物之從物。惟因留置權係以占有為成立要件，因此，該從

物僅有在於主物同一法律事實而被債權人合法占有之前提下，留置權

之效力才及於從物。倘若該從物未被債權人占有或被債權人以其他方

式占有，則不為留置權之效力所及，不得將其納入留置權標的物範圍

內。但是，應該注意的是，於債權人既占有主物又占有從物之情形下，

倘若主物及從物是不可分，則留置權之效力及於該留置物之全部，包

括主物及從物。倘若主物及從物是可以分離且不影響其價值，債權人

應當按被擔保之債權金額，留置與其價值相當之主物或從物，而不能

全部予以留置。 

第三項  孳息 

傳統民法一般都規定債權人有權收取留置物所生孳息，由此可見

留置物之孳息同屬留置效力範圍內，留置物於留置期間所產生之孳

息，債權人可以收取並用以抵償其債權。留置權人雖有權收取留置物

所產生之自然孳息及法定孳息，但留置權人並不當然取得其所有權，

僅能以收取之留置物孳息擔保其債權。台灣 2007年 3月 28日修正前



 83 

民法物權編第 935條規定，債權人有收取留置物所生孳息之權利（該

條款於 2007年 3月 28日修正時雖已刪除，惟原規定已併入第 933條

修正條文，換言之，準用第 889條質權孳息之抵充）。《日本民法典》

第 297 條第 1 款規定：「留置權人可收取由留置物產生的孳息，能先

於其他債權人從此抵償其債權。」可見日本法律亦將孳息作為留置權

效力所及之標的物範圍。 

大陸《物權法》頒佈前，大陸法律並未明定留置權人有收取留置

物孳息之權利，吾人樂見大陸《物權法》第 235 條規定：「留置權人

有權收取留置財產的孳息。」可見，大陸已明確將孳息作為留置權效

力所及之標的物範圍。 

第四項  留置物之代位物 

留置權係擔保物權之一種，因此具有擔保物權之物上代位性。大

陸《最高人民法院擔保法解釋》第 114條已有規定。於留置物因不可

歸責於留置權人之事由致使其毀損、滅失或者被徵用之情形下，其保

險金、賠償金或者補償金亦構成留置物之代位物，留置權之效力及於

留置物之代位物。留置權人可以直接向負有賠償或者給付義務之第三

人行使請求權。對留置物之毀損或者滅失負有賠償或者給付義務之第

三人，應當向留置權人履行義務。因其故意或者過失向留置物所有人

給付者，不得以其給付對抗留置權人。76但是，於債權人之債權未屆

                                           
76
 李國光主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理解與適用，卲林

人民出版社 2000年 12 月第 1 版，頁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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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償期的，債權人不得對所占有之物因滅失、毀損或者被徵用而產生

之保險金、賠償金或者補償金進行留置或者保全。 

小結 

大陸《民法通則》規定之留置權標的物為「對方的財產」，對於

財產之範圍大陸學者認為應當解釋包括動產、不動產、有價證券，此

與傳統民法中留置權僅限於動產有所不同。而大陸《擔保法》及《物

權法》限制留置權之標的物範圍為動產，因為普世皆少承認留置權成

立於不動產之上，而大部分亦已以抵押權行使，因此並不承認於不動

產上成立留置權。 

除此之外，於特殊情況下，沒有市場價值，但具有較高主觀價值

之財產亦不妨成立留置權。於現實生活中，亦事所多見，例如國家有

關部門於合理之費用未交付時，留置其在辦證過程中合法占有之相關

文書，債權人合法取得有關不動產之產權憑證，而在債務人不履行債

務前予以扣留等等。此些擔保措施並未有任何社會危害性，實際生活

中已經大量存在，並且發揮了較好之擔保效果。 

第三節  留置權對於留置權人之效力 

留置權一經成立，即在當事人間產生法律效力，亦即在當事人之

間產生新權利義務關係。留置權對留置權人之法律效力，主要表現為

留置權人之權利及義務。而留置權人之權利及義務亦為留置權效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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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內容。 

第一項  留置權人之權利 

台灣學者將留置權人之權利概括為留置物之占有權、必要費用之

求償權、留置物所生孳息之收取權、留置物保管之必要使用權、留置

權之實行權等五方面權利。77本文較贊同，認為大陸留置權制度中留

置權人之權利應具體包含以下權利： 

一、對留置物之占有權 

留置權人於其債權未受到清償前，有留置標的物之權利。留置權

人可以持續地占有留置標的物，拒絕一切返還留置物之請求。對留置

物之占有權，為留置權人之基本權利。 

留置權成立後，留置權人對留置物之占有係行使留置權之占有，

與留置權成立前，債權人對標的物基於合同關係之占有性質，完全不

同。因此，依大陸《擔保法》第 85 條規定，在債權人占有之財產為

可分物時，留置權人留置財物之價值應與債務額相當，對超過債務金

額部分之物不享有占有權，應該返還給債務人。若留置權人拒不返還

其價值超過債務額之部分財產，則違反了其應履行之返還義務，構成

留置權之不正當行使。 

留置權之占有權為持續占有權，應受民法占有制度之保護，於留

                                           
77
 謝在全，前註 6，頁 87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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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物受到不法侵害時，可以請求人民法院保護；當其占有之留置物被

非法侵奪時，留置權人可依占有物返還之訴請求返還。因為留置權係

基於占有而成立，倘若留置物被非法侵奪，留置權人喪失留置權，但

是並不影響其請求保護其占有之權利，因為該種占有為一種合法有效

占有，受法律保護。倘若占有因此得到恢復，留置權人之占有為未喪

失，因此留置權不消滅。倘若留置物被第三人申請扣押時，留置權人

有權對執行人員拒絕交付留置物；留置物被第三人申請執行時，留置

權人可以提貣執行異議。 

對於債務人對該物之返還請求，無論係基於債權或物權，只要不

是侵權行為而占有留置物，留置權人均可以拒絕返還。留置權人得以

占有留置物之權利，不僅可以對抗債務人尚可對抗第三人。此為占有

制度賦予留置權人之自我保護本領。 

二、留置物孳息之收取權 

留置權成立後，由留置權人占有留置物，因此由留置權人收取孳

息最為方便，此不但不影響債務人利益，且以孳息抵償債權，有利於

債權人債權之清償，保護債權人利益，因此法律賦予留置權人，於依

法占有留置物之期間，有收取留置物之自然孳息及法定孳息之權利，

並得以此抵償債權。惟，留置權人並非取得孳息之所有權，而係取得

尌其孳息優先受償之留置權。 

因此，留置權人對孳息之收取權並非基於占有，並非占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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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是留置權本身之效力。倘若收取之孳息為貨幣，則直接用以抵

償債權；倘若收取之孳息為其他財產，則應依留置權之實現方式，變

價後優先受償。 

關於孳息抵償債權之順序，倘若當事人間有協定者，按協定清償

債權；沒有協議者，應先以孳息抵償收取孳息之費用，其次係清償債

權之利息，最後清償債權本身，尚有剩餘時，應同留置物一併返還債

務人。 

孳息之收取為留置權人權利，於不違反其善良管理人之義務情況

下，留置權人是否收取孳息係依其自由。換言之，留置權人倘若不收

取孳息而使債務人有所損害時，僅應以留置權人之善良管理人之保管

義務為限，承擔責任。78 

大陸《擔保法》未對留置權人對留置物之孳息是否享有收受權為

一明確規定，但《物權法》第 235 條對此予以規定：「留置權人有權

收取留置財產的孳息。前款規定的孳息應當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費用。」

說明留置權人有權收取留置財產之孳息。 

三、留置物保管上之必要使用權 

留置權為擔保物權，留置權人對留置物並無用益物權，因此留置

權人原則上對留置物不享有使用權。惟，留置權人以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保管留置物時，於必要情況下，應當享有使用留置物之權利。 

                                           
78
 費安玲，前註 7，頁 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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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保管留置物所必要之範圍內，留置權人可以使用留置物。例如

為了防止生銹而適當運轉機器、開動車輛。留置權人於此範圍內使用

留置物，不必經留置物所有人之同意。但是必頇僅以保存留置物之目

的為限，不能以積極地取得收益為目的。倘若於必要使用情形下，產

生收益，留置權人可以收取並抵償債權。 

因此，這種必要之使用權必頇滿足以下三個要件：其一是留置權

人主觀上具有善意，且其使用之目的並非毀損留置物：其二是必頇出

於保管上之需要；其三是保管使用不得以收益為目的。 

有學者認為，留置權人於經留置物所有權人同意之情況下，亦享

有對留置物之使用權，此種合法使用，既可是為自己設定擔保，亦可

將留置物出租。但是本文認為，此種留置權人對留置物使用之權利不

屬於留置權之效力表現，因為其非因留置權之存在，而賦予留置權人

所享有之權利，而僅僅係基於留置物所有人與留置權人間之另一種合

同關係而產生之權利。 

大陸頒佈之《物權法》及其它民事法律對此均未有明確規定，對

此在立法時應予以完善。 

四、必要費用之償還請求權 

留置權人雖原則上不享有對留置物之使用權，但卻有妥善保管之

義務。留置權人為保管留置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是為留置物所有人

之利益而支出，因此有權要求留置物所有人償還。保管之必要費用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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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為留置物保存及管理上所必頇支出之費用，如養護費、維修費、飼

養費等。另外，某些立法例規定因留置物之瑕疵，而造成留置權人之

人身或財產損害時，留置權人有權請求留置物所有人進行損害賠償。 

此種費用償還請求權，於性質上，屬於未定期限之債權，留置權

人可以隨時提出請求，留置物所有人自被催告時貣，負遲延責任。其

催告定有期限者，自期限屆滿時，負遲延責任。 

大陸《擔保法》僅在第 83 條規定留置物之保管費用為留置權之

擔保範圍。 

台灣民法物權編第 934 條：「債權人因保管留置物所支出之必要

费用，得向其物之所有人，請求償還。」而《日本民法典》第 299條

第 1款規定，債權人因保管留置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得向其物之所

有人請求償還。於此明定留置費用之償還義務人，為留置物之所有

人。故因善意留置權之取得或於留置權成立後因留置物所有權之讓

與，債務人與留置物所有人為另一人時，其所支出費用之償還義務

人，非債務人而為所有人79。此一立法規定值得大陸往後立法借鑒。

費用求償權之相對人應是物之所有權人，爰因留置權成立之時，留置

物一般係由債務人所有，但亦可能為債務人所占有之其他人財產，即

使為債務人所有，其後債務人亦有可能將所有權轉移，兩者有可能並

非同一人，而留置權人保管留置物之利益，自當由物之所有權人享

                                           
79
 史尚寬，前註 38，頁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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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因此，此處之相對人應為所有權人。 

五、留置物變價後之優先受償權。 

留置權為具有二次效力之擔保物權，第一層次效力係指留置權人

有權繼續占有對方之財產，並以此對抗對方返還財產之請求權，以此

促使債務人儘快履行債務。第二層次之效力，即為留置權人可尌留置

物變價後之價金優先受償。留置權人之優先受償權係保障債權實現之

基礎，蓋因留置權人留置債務人之財產，雖可促使債務人履行債務，

惟債務人最終仍拒不履行時，留置權人仍無法受償。賦予留置權人優

先受償權，便得以於債務人最終不履行債務時，透過將留置物變價，

以其所得價款優先受償，達到確保債權之目的。 

大陸《物權法》第 236 條規定：「留置權人與債務人應當約定留

置財產後的債務履行期間；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留置權人應

當給債務人兩個月以上履行債務的期間，但鮮活易腐等不易保管的動

產除外。債務人逾期未履行的，留置權人可以與債務人協議以留置財

產折價，也可以尌拍賣、變賣留置財產所得的價款優先受償。」據此，

留置權人必頇在債務人於債務履行期滿後，不少於兩個月之期限內未

履行債務時，始得將留置物折價或變賣優先受償。並且對於留置權人

優先受償之方式，留置權人可與債務人協議，以該留置物折價清償留

置權人之債權，若債務人不同意折價，留置權人依法拍賣或變賣留置

物，此時不需要債務人同意，留置權人可以自己選擇拍賣或者變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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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留置權人之義務 

關於留置權人之義務，有學者認為留置權人的義務分為三項：其

一是保管留置物之義務；其二是未經所有人同意，不得擅自使用、出

租留置物或將留置物作為其他債權之擔保；其三是返還留置物之義

務。80另有學者認為留置權人之義務有四：其一是留置物之保管義務；

其二是留置權人不得擅自處分留置物；其三是留置權人負有返還留置

物之義務；其四是留置權人負有剩餘價款返還之義務。81 

本文認為，留置權人之義務應包括妥善保管留置物之義務及返還

留置物義務兩項。留置權人不得擅自處分留置物應屬於妥善保管留置

物之範圍，而留置權人負有剩餘價款返還之義務，則包括於返還留置

物之義務內容中。倘若另外單獨列出作為留置權人之義務，難免產生

重複。 

一、留置權人對留置物之保管義務 

大陸《擔保法》第 86 條規定，留置權人負有妥善保管留置物之

義務。因保管不善致使留置物滅失或者毀損者，留置權人應當承擔民

事責任。《物權法》第 234條：「留置權人負有妥善保管留置財產的義

務;因保管不善致使留置財產毀損、滅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80
 陳本寒，擔保法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8 年 11月第 1版，頁 315-316。 

81
 劉言浩，擔保法典型判例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2 年 10月第 1版，頁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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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有與此相一致規定。台灣民法物權編第 933 條規定82，債權人

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留置物。大陸《擔保法》及《物權法》

第 234 條規定留置權人應盡到「妥善保管義務」，而台灣民法物權編

規定為留置權人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管留置物。 

本文認為，妥善保管義務與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非同義語。

所謂善良管理人之義務係指，依照一般交易上觀念，認為有相當之知

識經驗人所具有之注意義務，為一種以客觀之注意為標準之判斷方

法。而妥善保管義務並沒有準確評價保管人之注意義務或者程度之標

準，倘若保管人保管標的物只盡主觀上之注意而未盡客觀之注意，亦

不能說明其未盡「妥善保管義務」。因此，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比

妥善保管義務，更強調留置權人應以客觀之注意力保管留置物，因

此，對留置權人規定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留置物更為科學。 

留置權人應當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留置物。一般認為，此種

保管義務包括以下三項內容： 

(一)保障標的物之安全。 

依大陸《物權法》第 234 條規定:「留置權人負有妥善保管留置

財產的義務;因保管不善致使留置財產毀損、滅失的，應當承擔賠償

責任。」因留置權人保管不善致使留置物滅失或者毀損者，留置權人

應負賠償責任。 

                                           
82
 該法於 2007年 3月 28日修正前條文為：「債權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留置物。」修

正後條文為：「第八百八十八條至第八百九十條及第八百九十二條之規定，於留置權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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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障標的物之利益收取。 

依大陸《物權法》第 235 條規定:「留置權人有權收取留置財產

的孳息。前款規定的孳息應當先充抵收取孳息的費用。」因此，留置

權人對於標的物之孳息及其他利益有收取之權利，惟倘若因留置權人

之過錯而怠於收取，留置權人應承擔償還孳息及其他利益之責任。 

(三)不得為自己之利益利用標的物。 

對此，大陸民法雖然未有明定，但自法理上應作如此解釋，因為

留置權人除非為保管上之必要及經所有人同意，不享有對留置物之使

用權及收益權。因此，未經債務人同意，留置權人不得使用、出租留

置物或以留置物向他人提供擔保。否則，留置權人應負義務不履行之

損害賠償責任。 

二、留置權人對留置物之返還義務 

留置權人在留置權所擔保之債權消滅時，不論其消滅之原因為

何，應當將標的物返還給債務人或其他有受領權之人。否則，留置權

人構成對留置物之不法占有，應當承擔不法占有債務人財產之責任。

此種返還義務，並非因留置權之消滅而新發生，而係債權人原有返還

義務之履行。 

除此之外，留置權人之返還義務還應包括在留置權人對留置物實

行折價或變賣後，以變價款抵償債權後如有剩餘，對剩餘部分留置權



 94 

人亦應返還予留置物所有人。對此，大陸《擔保法》第 87 條第 3 款、

《物權法》第 238條為同樣之規定，留置物折價或者拍賣、變賣後，

其價款超過債權數額之部分歸債務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債務人清償。

因此，在留置權人對留置物實行折價或變賣後，以變價款抵償債權後

如有剩餘，對剩餘部分留置權人也應返還給留置物之所有人。 

小結 

 留置權對於留置權人所產生之效力主要在於，留置標的物，但

留置物為可分物，留置物之價值應當與債務之金額相當，即債權人只

能留置與自己之債權額相當之部分，其餘部分應當交付債務人；而在

留置財產產生孳息時，債權人收取之孳息，應先充抵收取孳息之費

用；因保管留置物所支出之必要費用，有權請求債務人返還；另留置

權人尌留置物有優先受償權。留置權所擔保之範圍包括主債權及利

息、損害賠償金、留置物保管費用及實現留置權之費用。債權人及債

務人應當在合同中約定，債權人留置財產後，債務人應當在不少於 2

個月之期限內履行債務。債權人及債務人於合同中未約定，債權人留

置財產後，應當確定 2個月期限，通知債務人於該期限內履行債務。

債務人逾期仍不履行債務，債權人可與債務人協議以留置物折價，也

可以依法拍賣、變賣留置物。如果直接變價處分留置物，應當對此造

成之損失承擔賠償責任。合同中已約定寬限期者，債權人得不經通

知，直接行使留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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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留置權對於留置物所有人之效力 

留置權雖係在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之債權債務關係基礎上發生，但

並非債權人與債務人間之關係，而係留置權人與留置物所有權人間之

關係。如債務人並非留置物之所有權人，則其便不屬於留置權之當事

人，留置物之所有權人始為留置權之當事人。因此留置權之效力表現

應包括留置物所有人之權利與義務。 

第一項  留置物所有人之權利 

一、對留置物之處分權 

留置權人留置標的物，留置物所有人並不因留置權之行使，而喪

失留置物之所有權。因此，留置物之所有人仍有權處分其所有物，如

出賣、贈送或作其他轉讓，均無不可，但留置權並不因此而受到影響。

換言之，於所有人將留置物所有權轉移予他人時，留置權繼續存在於

留置物上，債權人之留置權並不消滅，即使受讓人取得留置物之所有

權，留置權人與留置物之新所有人間亦繼續存在留置權關係，直到主

債權得到清償為止。 

但是，因為留置權之標的物一般為動產，動產所有權人行使其權

利之前提條件是對標的物之占有，占有是所有權之外在表現。對於動

產而言，占有人被推定為或是被認為有處分權。而在動產上有留置權

存在之情況下，留置權人恰恰是動產之占有人。如此，留置物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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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雖然事實上還享有標的物之所有權，但由於喪失占有，從而使其所

有權之有關權能處於缺失狀態，從而對所有權之行使亦產生一定之影

響。因此，留置物所有人對留置物之權利，因留置權之存在亦受到了

一定限制。 

首先受到限制者為占有、使用和收益。因為留置物被留置權人占

有，留置物所有人對留置物之占有、使用權受到了完全之限制。爰因

留置物孳息、經留置物所有人承諾使用而發生之利益，均由留置權人

收取，惟收益之所有權，仍屬留置物所有人，因此收益權能僅僅是部

分喪失。 

其次係留置物所有人之租賃權及出質權受到限制。留置物所有人

本來有權將留置物出租，因為留置物被留置權人所占有，留置物所有

人不能交付租賃物供承租人占有使用。質權係以質物之占有為要件，

雖然留置物之所有人可透過將其返還請求權讓與質權人，以設定質

權，但由於該項返還請求權已因有留置權之存在而不完整，因此將不

會有人願意接受而成立質權。 

以上所論者均為發生於留置權之標的物為動產之情況下，因為動

產之所有權行使及留置權之行使皆與動產之占有具有密切相關，而在

動產中又不存在登記制度，從而使動產標的物上之負擔之公示，只有

透過占有以為公示方法，正是因為留置權人之占有，始使所有權人之

權利行使受到限制。而在英美法系之衡帄法留置權制度中，留置權之

成立主要係以不動產為標的，不動產上之留置權，實際上是交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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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當事人，因其交易關係而賦予當事人之一種優先權利，並非真正意

義上之留置權，但此種制度亦為所有權上之一種負擔，同時亦隨著所

有權之轉移而轉移，不同的是此種負擔並不以標的物之占有為其前

提，因此對所有權之行使並無過多之限制。 

二、留置物返還請求權 

與留置權人之返還義務相對應者為留置物所有人之留置物返還

請求權。於主債權得到清償或債務人提供其他相應擔保，而致使留置

權消滅之情況下，留置物所有人有權要求留置權人返還留置物。根據

法理上權利與義務之一致性原則，留置權人既然享有在主債權未得到

清償時留置物之權利，那麼於債務人履行清償義務後，留置權人便承

擔將留置物返還給留置物所有人之義務已足矣，於留置權消滅後，留

置物所有人有權請求留置權人將留置物予以返還。留置權人對留置物

實行折價或變賣後，以變價款抵償債權後如有剩餘，對剩餘部分留置

物所有人亦有權要求留置權人予以返還。 

三、損害賠償請求權 

留置物所有人所享有之該項權利，與留置權人妥善保管留置標的

物之義務相對應。依大陸《物權法》第 234 條規定:「留置權人負有

妥善保管留置財產的義務;因保管不善致使留置財產毀損、滅失的，

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因此，於留置期間，留置權人負有保管留置物

之義務。留置權人應當盡到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妥善保管留置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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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保障標的物之安全、保障標的物之利益收取，並不得為自己之利益

利用標的物。倘若留置權人未對留置物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

使留置物受到損害或者滅失者，留置物所有人有權要求留置權人賠

償，留置權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留置權人對於標的物的之孳息及其他利益，因過失怠於收取者，

應承擔償還孳息及其他利益之責任，留置物所有人有權要求留置權人

償還孳息及其他利益。如未經債務人或所有人同意，留置權人使用、

出租留置物或以留置物向他人提供擔保的，留置權人應負義務不履行

之損害賠償責任，留置物所有人有權要求其賠償。 

第二項  留置物所有人之義務 

一、不作為義務 

留置物所有人之不作為義務，係指留置物所有人不得妨礙及阻撓

留置權人行使留置權。留置權為法定權利，留置權人行使權利受法律

保護，留置物被留置後，留置物所有人必頇尊重留置權人行使留置權

之事實，不得干擾及阻礙留置權人行使權利，更不得搶奪、毀損留置

物，必要時留置物所有人對留置權人行使留置權尚應予以協助。 

二、償付必要費用之義務 

因留置權成立後，留置物之所有權屬並未發生變化，留置權人為

保管及維護留置物，所支付之必要費用係為留置物所有人之利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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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因此該費用應由留置物所有人承擔，留置物所有人有義務予以

償還。大陸《擔保法》與《物權法》均未明文規定。如前文所述，台

灣民法及日本民法均明定如留置物所有人與債務人不為同一個人

時，留置物所有人為留置費用之償還義務人。一些國家立法尚規定，

倘若因留置物之隱蔽瑕疵致使留置權人遭受人身或財產損害時，留置

物所有人應承擔賠償責任。 

有學者認為留置物所有人之義務尚包括清償義務。即留置物所有

人應及時清償債務以保證債權之實現。但是，應注意的是，只有當留

置物所有人與債務人為同一人之情況，留置物所有人即債務人才有清

償義務。一般情況下，留置物所有人與債務人為同一人，但亦有少數

情況，債務人並非留置物所有人。於此種情況下，留置物所有人尌不

是債務人，也尌不承擔清償債務的義務，清償債務之義務應由原合同

關係之債務人承擔。當所有權人清償留置權之債務時，便成為與債務

之履行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因清償債務人之債務，而成為當然之代

位債權人。 

小結 

留置物所有人係指對於留置物享有處分權之人，既包括物之所有

人，亦包括對留置物享有經營權之人。留置權對於留置物所有人之主

要效力在於，留置物被債權人留置後，留置物所有人並不因此而喪失

留置物之所有權。因此，留置物所有人自仍得處分留置物，或出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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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贈與，均無不可。但留置物所有人對留置物之處分則不能影響留置

權。另外，留置物所有人之權利行使受到一定之限制。因留置權之成

立，留置權人留置留置物，留置物所有人之權利行使同時亦必然受一

定限制。於一般情況下，留置物之所有人不僅自己不能對留置物占

有、使用、收益，而且亦不能將留置物用於質押及出租。 

第五節  兩岸留置權法律效力之比較 

第一項 留置權優先效力之不同 

台灣民法物權編新增訂第 932 之 1 條規定：「留置物存有所有權

以外之物權者，該物權人不得以之對抗善意之留置權人。」其增訂之

立法理由在於，留置物存有所有權以外物權之情形，事所恆有，例如

留置物上存有質權等是。物權之優先效力，本依其成立之先後次序定

之。惟留置權人於債權發生前如已占有留置物，又為善意者，理應獲

更周延之保障，該留置權宜優先於其上之其他物權，爰仿《動產擔保

交易法》第 25條，增訂本條規定。 

而《動產擔保交易法》第 25條原規定：「抵押權人依本法規定實

行占有抵押物時，不得對抗依法留置標的物之善意第三人。」由此觀

之，新增訂民法第 932 之 1 條規定之精神與《動產擔保交易法》第

25 條相一致，均不依物權成立之先後次序而定優先效力。換言之，

留置權享有優先之效力。 

惟其後《動產擔保交易法》第 25 條為立法院刪除，移列至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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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2 項規定：「債權人依本法規定實行占有或取回動產擔保交易標

的物時，善意留置權人尌動產擔保交易標的物有修繕、加工致其價值

增加所支出之費用，於所增加之價值範圍內，優先於依本法成立在先

之動產擔保權利受償。」該條自 2007年 7月 11日公布施行。此等修

正意味著立法者將《動產擔保交易法》上之留置權與民法上之留置權

作一區隔，換言之，亦即於動產抵押權人與善意之留置權人間為一利

益衡帄區隔。 

此外，《動產擔保交易法》第 3條規定：「動產擔保交易，依本法

之規定，本法無規定者，適用民法及其他法律之規定。」而民法第

939 條亦規定：「本章留置權之規定，於其他留置權準用之。但其他

留置權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如此一來，不論新修正之民法留置

權規定是否於此刻施行，《動產擔保交易法》上有關留置權之相關規

定均將優於民法之先予適用。吾人顯可預見者，如善意留置權人尌動

產擔保交易標的物未有任何修繕、加工致其價值增加所支出之費用，

其留置權即應回歸「依其成立之先後次序定優先效力」原則，無法優

先於依《動產擔保交易法》成立在先之動產擔保權利受償。 

相對於大陸《物權法》第 239 條規定：「同一動產上已設立抵押

權或者質權，該動產又被留置的，留置權人優先受償。」該條關於留

置權與其他擔保物權競合時，明定留置權之優先受償。雖然最高人民

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第 79 條規定：

「同一財產抵押權與留置權並存時，留置權人優先于抵押權人受償。」

並且，《海商法》亦規定船舶留置權優先于船舶抵押權，惟，大陸《擔

http://www.lawbox.cn/info/wuquanfa/danbaowu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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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法》並未確定留置權優先制度。大陸《物權法》於該條規定留置權

與抵押權、質權之競合處理原則，自物權基本法層面上，明定對同一

財產之留置權優先于抵押權或質權。 

綜上所論，台灣民法物權編雖亦明文規定留置權之優先效力，惟

台灣因後《動產擔保交易法》之修改，如善意留置權人尌動產擔保交

易標的物未有任何修繕、加工致其價值增加所支出之費用，其留置權

即應回歸「依其成立之先後次序定優先效力」原則；而大陸《物權法》

卻係明定留置權之優先效力，相較台灣較無限制。 

第二項 實行留置權期間不同 

    大陸《物權法》第 236條規定：「留置權人與債務人應當約定留

置財產後的債務履行期間；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的，留置權人應

當給債務人兩個月以上履行債務的期間，但鮮活易腐等不易保管的動

產除外。債務人逾期未履行的，留置權人可以與債務人協議以留置財

產折價，也可尌拍賣、變賣留置財產所得的價款優先受償。」換言之，

按大陸《物權法》規定，債權人與債務人應當於合同中約定，債權人

留置財產後，債務人應當在不少於兩個月之期限內履行債務。債權人

與債務人在合同中未約定者，債權人留置債務人財產後，應當確定兩

個月以上期限，通知債務人於該期限內履行債務。債務人逾期仍不履

行者，債權人可以與債務人協議以留置物折價，亦可以依法拍賣、變

賣留置物。留置物折價或者拍賣、變賣後，其價款超過債權數額之部

分歸債務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債務人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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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台灣民法物權編第 936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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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尌其留置物取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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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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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原條文為：「債權人於其債權已屆清償

期而未受清償者，得定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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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尌其留置物取償。債務人不於前項期限

內為清償者，債權人得依關於實行質權之規定，拍賣留置物，或取得

其所有權。不能為第一項之通知者，於債權清償期屆滿後，經過二年

仍未受清償時，債權人亦得行使前項所定之權利。」該條第 1項之所

以修正六個月期限，主要在於倘若吾人著眼於對債權人之責任免除，

原條文對於債務人之保護過寬，將使留置權之行使耗費時日，對於長

期負有保管責任之債權人負擔過重，未免過苛，亦違留置權之行使效

率，因此，2007 年修正為一個月期限；而第 3 項不能通知之期限原

條文規定為二年，亦嫌過長，修正理由同第 1 項理由修正為六個月。

所謂不能通知，並非客觀上絕對不能通知，而係依通常情形，經過相

當之調查，仍無從通知者而言，至於債權人主觀之不能通知或不欲通

知，則不在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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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關於留置權之行使，除踐行通知之期間不同之外，另外，大

陸《物權法》並未對於不能通知時設立解決方法。 

第三項 另行提供擔保者，留置權當然消滅不同 

按台灣民法物權編修正後第 937 條規定:「債務人或留置物所有

人為債務之清償，已提出相當之擔保者，債權人之留置權消滅。第八

百九十七條至第八百九十九條之規定，於留置權準用之。」申言之，

債權人之留置權消滅僅頇債務人提供相當之擔保即可。而大陸《擔保

法》與《物權法》第 240 條：「留置權人對留置財產喪失占有或者留

置權人接受債務人另行提供擔保的，留置權消滅。」中則規定，債務

人另行提供擔保並為債權人所接受者，此時留置權始可能歸於消滅。

由此可見，台灣民法物權編第 937條規定係將債務人另行提供之擔保

作為留置權當然消滅之原因，而不論債權人是否接受。反之，大陸《物

權法》則明定債務人提供擔保，僅在債權人接受之情況下，留置權才

消滅。台灣民法係賦予債務人以「形成權」，只要債務人提供相當擔

保，並將消滅留置權之意思送達債權人，即發生法律效力。 

第四項 留置權人對留置物之保管義務程度不同 

大陸《擔保法》第 86 條規定，留置權人負有妥善保管留置物之

義務。因保管不善致使留置物滅失或者毀損者，留置權人應當承擔民

事責任。《物權法》第 234條：「留置權人負有妥善保管留置財產的義

務;因保管不善致使留置財產毀損、滅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105 

亦與此相一致規定。而台灣民法物權編修正前第 933 條規定83，

債權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留置物。大陸《擔保法》及《物

權法》第 234 條規定，留置權人應盡到「妥善保管義務」，而台灣民

法物權編規定為留置權人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保管留置物。 

由於妥善保管義務與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並非同義語。所謂善

良管理人之義務係指依照一般交易上觀念，認為有相當之知識經驗人

所具有之注意義務，為一種以客觀之注意為標準之判斷方法。而妥善

保管義務並沒有準確評價保管人之注意義務或者程度之標準，倘若保

管人保管標的物只盡主觀上之注意而未盡客觀之注意，亦不能說明其

未盡「妥善保管義務」。因此，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比妥善保管義

務，更強調留置權人應以客觀之注意力保管留置物。 

                                           
83
 該法於 2007年 3月 28日修正前條文為：「債權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留置物。」修

正後條文為：「第八百八十八條至第八百九十條及第八百九十二條之規定，於留置權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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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留置權之消滅 

留置權之消滅，係指留置權人對留置物具有之支配力終止。留置

權為法定擔保物權，因為法律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之原因而消滅，留

置權消滅後，債權人負有返還留置物之義務，因可歸責於債權人之原

因致使留置物返還不能的，債權人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84換言之，

留置權之存續時間為留置權成立以後，直至留置權實現以前。留置權

消滅後，也尌意味著留置權因為一定之原因而不復存在。 

大陸《擔保法》第 88 條規定：「留置權因下列原因消滅：(一)

債權消滅的；(二)債務人另行提供擔保並被債權人接受的。」《物權

法》第 240 條：「留置權人對留置財產喪失占有或者留置權人接受債

務人另行提供擔保的，留置權消滅。」可見，大陸法律規定之留置權

消滅情形為：債權消滅；留置權人接受債務人另行提供擔保的；留置

權人喪失留置財產占有。本文認為，對於留置權之消滅原因，僅有以

上規定並非完整。遵循從一般到特別，再到一般之事物認識規律，將

留置權之消滅原因加以分類，分為留置權之一般消滅原因與留置權之

特殊消滅原因。 

第一節  留置權之一般消滅原因 

《物權法》第 177 條規定了對擔保物權消滅之情形，依該條規

                                           
84
 梁慧星，前註 42，頁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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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當出現下列情形之一時，擔保物權消滅；主債權消滅；擔保物權

實現；債權人放棄擔保物權；法律規定擔保物權消滅之其他情形。此

一規定係屬擔保物權之共同消滅原因。 

一、主債權消滅 

由於擔保物權是從權利，其從屬於主債權，因此當主債權消滅

時，擔保物權亦歸於消滅，大陸《合同法》第 91 條規定，合同權利

義務關係終止之情形；債務已按約定履行；債權債務同歸於一人；法

律規定或當事人約定終止之其他情形。其中，合同之解除並不意味著

合同權利義務關係之終止，因為合同之解除可能係一方當事人違約，

而另一方當事人行使違約解除權所導致，依《合同法》第 97條:「合

同解除後，尚未履行的，終止履行；已經履行的，根據履行情況和合

同性質，當事人可以要求恢復原狀、採取其他補救措施，並有權要求

賠償損失。」 

因此，《擔保法解釋》第 10 條規定:「主合同解除後，擔保人對

債務人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仍應承擔擔保責任。但是，擔保合同另有

約定的除外。」 

二、擔保物權實現 

擔保物權本身之目的，便係為擔保債權之實現，因此於債務人不

履行屆期債務或發生當事人約定之實現擔保物權之情形時，惟有實現

擔保物權，始能保證債權之實現。擔保物權一旦實現，即歸於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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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擔保物權與用益物權之重要區別之一。然而，擔保物權乃係為了

擔保債權之實現，因此擔保物權之存在本身對權利人並沒有實際價

值。僅在於當債務人屆期不履行債務，而權利人實現其擔保物權使該

權利消滅時，權利人始獲得實際之價值。 

三、債權人放棄擔保物權 

所謂債權人放棄擔保物權係指債權人拋棄擔保物權。拋棄係以消

滅物權為目的之單方法律行為。既然擔保物權為債權人享有之一項權

利，因此其自然可加以處分，包括拋棄。惟所不同者，倘若債權人所

放棄者為債務人提供之擔保物權，那麼，依《物權法》第 194條第 2

款、第 218條第 2句，其他擔保人於擔保物權人喪失優先受償權益之

範圍內免除擔保責任，但其他擔保人承諾仍然提供擔保者除外。 

四、法律規定擔保物權消滅之其他情形 

自大陸《物權法》規定觀之，似乎除了前述三種擔保物權之共同

消滅原因之外，並未規定其他擔保物權之共同消滅原因，唯一之例

外，則係《物權法》第 240條對留置權消滅之特殊規定。 

既然《物權法》第 240條已對留置權之消滅規定了特殊規定，如

此一來，《物權法》第 177 條對於擔保物權之共同消滅原因是否仍有

適用之餘地，雖然《物權法》第 177條於大陸學界中頗受批評，被認

定為屬於可規定可不規定之條文，爰第 177條關於擔保物權消滅之規

定是否具有獨立意義？「主債權消滅擔保物權消滅」為擔保物權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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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之必然結果，自可從法律關於抵押權、質權與留置權之界定中推

衍出來。而擔保物權之實現自然導致擔保物權不復存在，《物權法》

在 195條、219條及第 236條既然對抵押權、質權和留置權之實現均

已明確規定，是否有必要再於此三條之上抽象出「擔保物權的實現是

擔保物權消滅的情形之一」；債權人放棄擔保物權當然會導致擔保物

權的消滅，但是否放棄權利屬當事人之自由，如此之規定可有可無，

被批評為可有可無。 

小結： 

因此本文認為，當出現物權消滅的共同原因時，留置權因此而歸

於消滅。具體而言，這些物權消滅之共同原因主要有：標的物滅失、

標的物被徵用、留置權與所有權混同、權利人放棄本來應該享有的權

利即留置權被拋棄等方面。此些原因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由於標的

物本身毀損之原因，造成留置權消滅；一類是標的物所有權或者是標

的物上之其他權利發生轉移，產生新權利主體，從而造成原來之權利

主體對留置物喪失留置權。此處之留置權拋棄是形成權，只要有留置

權人拋棄之意思表示，尌可以發生，而不需債務人之協助。 

而留置權亦因擔保物權消滅之共同原因而消滅。因為債務人之所

以要為其債務設立擔保，係為保證其債務之履行。自債務人之本意推

敲，其並非想從其所有權之支配下轉移留置物；自債權人之角度言，

其之所以要求債務人設立擔保，亦是為更好地保證債務人履行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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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想成為留置物之所有權人。因此，於債務人積極履行其債務

後，留置權人便無必要繼續行使其留置權，留置權亦尌因為缺乏實現

之條件而歸於消滅。 

由於留置權之設立目的，在於擔保債權之實現，而留置權所擔保

之債權存在，為留置權繼續存在之要件。因此，如果債權因為清償、

提存、抵消、免除、混同等原因全部消滅時，留置權隨之消滅。大陸

《擔保法》第 88條規定，留置權因債權消滅而消滅。此處所稱之「債

權消滅」係指債權全部消滅。若債權部分消滅，因留置權具有行使之

不可分性，留置權並不消滅。85 

第二節  留置權之特殊消滅原因 

留置權作為法定擔保物權，其特殊消滅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被

留置權人另行提供相當擔保；第二、留置權人對於留置物之占有喪

失；第三、債權清償期之延緩。 

第一項  被留置權人另行提供相當擔保而消滅留置權 

為了有效地帄衡債權人與債務人之權利與義務，於債務人另行提

供適當之擔保，債權人表示接受的，債權之實現便已有了可靠之保

障，此時債權人繼續保有留置權，便無太大實質上意義，留置權因此

歸於消滅。否則，既不利於最大限度地發揮留置物之價值與效益，亦

                                           
85
 梁慧星，前註 42，頁 1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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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於交易活動之順利進行；更侵犯債務人本該享有之合法權益，不

利於保護並帄衡雙方當事人之合法權益。因此，世界上各個國家及地

區，對於被留置人另行提供擔保後，皆規定消滅留置權。但是，對被

留置人另行提供相當擔保而消滅留置權之理解及界定仍有以下問題

需要加以分析。 

一、擔保方式界定 

自擔保方式上區分，可為人之擔保與物之擔保兩類。對於債務人

另行提供之擔保究竟屬於何類擔保方式，於形式上是否應有所限制，

各國立法中之規定不盡相同。德國民法及商法明定以物之擔保為限，

亦即僅能提供抵押及質押；瑞士民法及日本民法對此，則均未規定明

文限制。解釋上，依照瑞士民法人之保證亦包含其內。在日本，有學

者認為應以物之擔保為限，但通說亦認為應包括人之擔保。 

本文認為，既然大陸現行法律對此未作限制，解釋上，債務人另

行提供之擔保，應包括人之擔保及物之擔保。因此，被留置權人提出

具有相當資力之保證人，只要債權人予以接受，留置權即發生消滅。 

二、提供相當擔保之界定 

大陸《物權法》第 233 條：「留置財產為可分物，留置財產的價

值應當相當於債務的金額。」於提供相當之擔保上，按照一般觀點，

由於債務人另行提供擔保是作為留置物之替代，用以擔保債權之實現

與滿足，因此一般而言，債務人另行提供之擔保，應與留置物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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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 

關於「相當」擔保之解釋上，本文認為，倘若留置物之價值超過

所要擔保之債權數額，那麼尌只要提出之擔保相當於所擔保之債權額

即可。而倘若留置物之價值低於被擔保之債權額，那麼尌以提出之相

當於債權額之擔保作為相當擔保。但對於債務人提供相當擔保，債權

人不同意接受或持有異議者。於此情形下應允許債務人向法院貣訴，

由法院對是否提供相當擔保進行判定。法院應該區分情況，加以處

理，倘若被留置人另行提供之擔保確實相當，法院應判決留置權人接

受對方提出之擔保。因為於此情況下，債權人之利益並無損害，而債

權人拒不接受，實際上構成了債權人權利之濫用。頇知，債務人另行

提供擔保以消滅留置權，實為債務人權利，而此種權利如無債權人之

對應義務為保障，則法律之規定將會成為一紙空文。 

三、留置權消滅上之界定 

自各個國家及地區之立法分析，於債務人另行提供擔保，而導致

留置權之消滅上，多有不同規定。台灣民法物權編之規定，債權人之

留置權消滅，只要有債務人提供相當之擔保即可。而在大陸《擔保法》

及《物權法》第 240 條：「留置權人對留置財產喪失佔有或者留置權

人接受債務人另行提供擔保的，留置權消滅。」中則規定，債務人另

行提供擔保並被債權人接受，此時留置權才可能歸於消滅。由此可

見，台灣民法物權編第 937條規定係將債務人另行提供之擔保，作為

留置權當然消滅之原因，而不論債權人是否接受。但是大陸法律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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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債務人提供擔保只有在債權人接受之情況下，留置權才消滅。台灣

民法是賦予債務人以「形成權」，只要債務人提供了相當擔保，並將

消滅留置權之意思送達到債權人即發生法律效力。 

本文認為，賦予債務人以形成權，有偏袒保護債務人之嫌，為帄

衡雙方當事人利益，宜採「請求權」之制度設計。 

第二項  留置權人對於留置物占有之喪失 

留置權人喪失對於留置物之占有，即喪失對留置物之事實上管領

力，留置權歸於消滅。《日本民法典》第 302條規定：「留置權因占有

喪失而消滅。」台灣 2007年 3月 28日修正前民法物權編第 938條規

定：「留置權因占有之喪失而消滅。」（該條雖於 2007年 3月 28日修

正時刪除，惟併入該法第 937條準用質權之規定）依台灣民法物權編

第 928條規定，留置權以占有他人之動產為成立及存在要件，占有己

喪失，便無從實行其留置權。因此留置權因占有喪失而消滅。但若占

有係因被侵奪而喪失者，或留置物因被盜或遺失而喪失者，頇依台灣

民法物權編第 962條、第 963條、第 949條規定，於一年或二年期限

內請求返還或回復其物。留置權人之占有未確定為喪失，留置權便沒

有消滅。86 

大陸《物權法》第 240 條雖然規定：「留置權人對留置財產喪失

占有或者留置權人接受債務人另行提供擔保的，留置權消滅。」，但

                                           
86
 李湘如，臺灣物權法，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3年 6 月第 1版，頁 170-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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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對因何種情形喪失占有進行區分。是否因侵權行為喪失占有，留置

權亦隨之消滅?是否可以請求返還?回復占有後，留置權是原留置權之

繼續抑或新產生之留置權?均未做出明確規定。不免令人疑惑。因此，

大陸學者梁慧星教授於其物權法草案中提出：「第 405 條「因占有喪

失消滅」留置權人喪失對留置物的占有，不能依照本法第 430條規定

的占有返還之訴請求返還留置物，或者在占有喪失後經過一年未提貣

占有返還之訴請求返還留置物的，留置權消滅。」87 

留置權以持續占有作為實現之要件，因此留置權人喪失對留置物

之占有，留置權歸於消滅。此處所稱之持續占有，並不一定要求直接

占有，倘若留置權人間接占有留置物，留置權也尌沒有當然歸於消

滅。另外，對於如果留置權人喪失對留置物之占有，並非由於其本人

真實之意思表示，例如留置權被他人侵奪，留置權是否消滅。有學者

認為，留置權不同於質權，質權有追及力，留置權沒有追及力，於喪

失占有留置物之情況下，並不能基於本權而訴請回復占有。於留置權

人依照占有之規定，重新占有留置物時，亦只是留置權之再生，而非

原有之留置權繼續，因為原有留置權已經由於占有之喪失，而歸於消

滅。 

留置權之構成，以占有留置物為必要，倘留置權人喪失留置物之

占有，則不問其基於何種原因，其權利之構成要件，既有欠缺，自不

能不歸於消滅。88但本文認為，留置物被他人侵奪等非主觀意願之喪

                                           
87
 梁慧星主編，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附理由物權編，法律出版社 2004年 12月第 1版，頁 772。 

88
 梅仲協，民法要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8年 6月第 1版，頁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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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占有，倘若能夠回復占有，那麼其原有之留置權喪失亦尌只是暫時

喪失，即非確定喪失，債權人對債務人財產之管領力並未消失，因此

留置權並未消滅，不存在新留置權。 

第三項  債權清償期之延緩 

債務履行期屆滿，為了促使債務人履行債務，債權人可以依據留

置權之規定，保護自身合法權益，對於債務人超過了合理之寬限期，

仍然不履行債務的，倘若符合留置權之實現要件，債權人可以依法行

使留置權。但是，倘若債權之清償期己經延緩，那麼即使債務人超過

法定或者約定之寬限期，債權人亦不能行使留置權，留置權此時歸於

消滅。 

但是，留置權因債權清償期延緩而消滅後，債務人在沒有請求返

還留置物之前，延緩之清償期重新屆至者，不妨礙債權人尌該留置物

成立新留置權89。因為債權清償期延緩造成留置權消滅，是留置權之

相對效力，已經被消滅之留置權，尚可以在符合留置權之成立或實現

要件時，予以再生。 

第四項  《物權法》第 202條不應類推適用於留置權 

於論述此一爭論時，吾人必頇先解決另一爭論，即於法學方法論

上，所涉及之類推適用問題。類推適用(比附援引)，係填補民法漏洞

                                           
89
 梁慧星、陳華彬，前註 31，頁 1058。 



 116 

之基本方法之一，一般係指將法律於某案例類型 A 所明定之法律效

果，轉移使用於法律未設規定之案件類型 B 上90。關於《物權法》上

是否允許類推適用，學者間向有不同意見。 

有學者指出：「系爭案件不屬於禁止類推適用的私法領域，即不屬

於物權法定等基於其他優先原則的考慮而不許類推適用之情形。91」

有學者認為，第一，原則不容許依類推適用之方法創設法律所未規定

之物權，第二，關於某種物權之規定，亦可類推適用。論者並以物權

善意取得規定之類推適用為例，認為該規定之類推適用，係法律關於

善意取得規定價值判斷之延長，而非創設新物權，因此，並不違反物

權法定原則92。亦有學者認為：合同自由原則在於內容設置自由(即形

成自由原則)之意義上，亦僅僅係受物權類型之限制，而非受到物權

範圍內之內容設置限制93，因此存在著類推適用之可能。尌物權法定

主義，於類型強制領域不得類推適用，惟在類型固定則可類推適用。

類型固定主要係規定一個物權類型項下之權利義務關係、構成要件、

法律效果、公示程式等，換言之，物權之內容只要不違反物權本身性

質及強制性規定，在未有法律規定出現漏洞時，便可以類推適用。94。

當事人於交易中所確定之物權內容，必頇按照法律所規定之內容解

釋，而不能按照當事人自己之意思解釋95。因此必頇界定，第 202 條

                                           
90
 王澤鑑，民法總則，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3年 9月第 1版，第 67頁。 

91
 屈茂輝，類推適用的私法價值與司法運用，載法學研究，2005 年第 1 期。 

92
 王澤鑑：民法物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2003年 11月第 1版，第 26-27頁。 

93
 孫憲忠譯，［德］弗裏德里希·克瓦克，德國物權法的結構和原則，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

(第 12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94
 陳興華、洪韜,論物權法定原則與類推適用，載昆明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 3

期。 
95
 孫憲忠,中國物權法原理，法律出版社 2004年 4月初版，第 1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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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權之規定：「抵押權人應當在主債權訴訟時效期間行使抵押權；

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即使得類推適用於留置權，亦非創

設新物權，如此才有研究之餘地。 

擔保物權人行使擔保物權是否有期間之限制？此一爭論一向存

在著大陸學界與實務界。而對於約束擔保物權期間之名稱，大陸學界

並未取得一致之意見，因此莫衷一是，有稱之為「擔保物權之存續期

間」，亦有稱之「擔保物權時效」，有稱「擔保物權之實行期間」，有

稱「擔保物權之司法保護期」，甚有直接稱「擔保物權之行使期間」。

本文基於大陸《物權法》第 202條規定，稱之為「擔保物權之訴訟時

效」，而暫時擱置相關學說爭議。大陸《擔保法》上並未規定擔保物

權之訴訟時效。惟考量擔保物權對於擔保物產生權能上之限制，對於

擔保物之使用及轉讓均發生影響，為便於擔保物之流轉及體現價值，

大陸《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若干問題的解

釋》於其第 12條規定：「當事人約定的或者登記部門要求登記的擔保

期間，對擔保物權的存續不具有法律約束力。擔保物權所擔保的債權

的訴訟時效結束後，擔保權人在訴訟時效結束後的二年內行使擔保物

權的，人民法院應當予以支持。」 

雖然此一規定於某種程度上帄息了一部份爭議，但其中法理卻依

照存在著疑義。以《物權法》第 202 條規定：「抵押權人應當在主債

權訴訟時效期間行使抵押權；未行使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而言，

此一規定所界定之期間究屬抵押權之訴訟時效，抑或除斥期間，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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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兩者皆非？超過此一期間對抵押權有何影響? 相對於此一規定，是

否表明質權、留置權等其他擔保物權沒有期間限制?在在皆存在著法

理上之爭議。 

與《擔保法司法解釋》第 12條第 2款不同，《物權法》第 202條

卻僅僅規定抵押權之訴訟時效，該條規定是否適用於留置權?該爭議

因此而分兩說： 

一、不適用於留置權 

對此，大陸參與立法專家認為，主債權訴訟時效屆滿後，擔保物

仍在擔保權人的控制之下，擔保權人可憑占有處分擔保物，實現自己

的權利。如果規定擔保物權因主債權時效屆滿而消滅，與債務人不得

對超時效行為之履行請求返還的民法基本原理相悖96。 

為避免第 202 條不適用於質權、留置權，而造成權利長期不行

使，大陸《物權法》第 220條及第 237條規定出質人、債務人督促擔

保權人行使擔保物權。第 220條及第 237條規定是對於《物權法》未

有關於主債權訴訟時效對質權、留置權之影響規定，而可能帶來之消

極後果所採取之另類解決措施97。 

因此，《物權法》已經對於主債權訴訟時效，針對不同類型之擔

保物權影響，分別為不同規定，質權及留置權並不受主債權訴訟時效

                                           
96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物權法(草案)參考，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5 年 7

月第 1版，第 447頁。 
97
 劉貴祥，物權法關於擔保物權的創新及審判實務面臨的問題(下)，載法律適用,2007 年第 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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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在主債權訴訟時效完成後，質權人及留置權人原則上仍然有權

行使質權及留置權，擔保人不能依據訴訟時效進行抗辯。 

質權及留置權之所以不應適用第 202條規定，主要係因抵押權之

設立並不轉移擔保物之占有，而質權及留置權之設立，相反的則需要

轉移對擔保物之占有。由於質權人及留置權人占有擔保物，當主債權

訴訟時效完成時，倘若不允許擔保權人行使擔保物權，而允許擔保人

以訴訟時效完成為由請求返還擔保物，則不僅僅與訴訟時效制度維護

現存秩序之功能相違背，並且對於擔保權人亦有失公帄。蓋因質權人

及留置權人之所以未行使債權及擔保物權，極有可能正是因為占有擔

保財產，而認定權利有所保障。 

另外，訴訟時效制度之法律效果，係推定時效期間完成時，債務

人已經履行債務，而債權人仍占有質押財產或留置財產之事實，便代

表著債務尚未得到履行，進而推翻了訴訟時效制度之上述推定，形成

法律上推定與事實明顯不符之矛盾。當然，主債權之訴訟時效完成

後，債權人依然能夠行使質權及留置權，便代表著擔保人及債務人於

時效完成後，實質上無法獲得訴訟時效制度之保障。關鍵在於，此一

結果於質權及留置權設立之初，便是可得預知，當事人於擔保物權設

立之時便應當知悉此一可能。因此，由擔保人及債務人承擔無法獲得

訴訟時效制度保障之風險，並不算苛刻98。 

二、適用於留置權 

                                           
98
 李永鋒，主債權訴訟時效完成後擔保物權的效力，載人民法院報，2007年 5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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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主張第 202條可以適用於留置權之學者認為，即使債權

人占有擔保物，但並不一定能處分擔保物。依《物權法》第 219條第

2款及第 236條規定，債權人處分擔保物之前提係達到實現擔保物權

之條件，換言之，即出現債務人不履行到期債務或者發生當事人約定

的實現質權的情形(尌質權之實現而言)或者債務人逾期未履行債務

（此係尌留置權之實現而論），債權人占有擔保物僅僅係能保持質權

及留置權之效力，此說認為僅依占有之事實，並不當然享有處分擔保

物之權利。倘若債權人對其占有之標的物並不享有擔保物權，則其占

有屬於無本權占有，債權人非但不能處分占有物，尚負有返還占有物

之責任。  

另外，主債權訴訟時效屆滿後，縱使債權人占有擔保物，亦並不

代表主債務人放棄時效利益。即使訴訟時效完成後之自然債務，債務

人主動清償者，債權人有權受領並保有債務人之給付，惟債權人對於

擔保物之占有，非為主債務訴訟時效屆滿後之清償，而是基於合意或

法定，於債務履行期屆滿之前即已完成，其法律意義在於成立質權或

留置權，以擔保債務之履行99，申言之，債權人係基於合意或法定於

履行期前即已成立質權或留置權，並非係因訴訟時效屆滿而取得擔保

物之占有，因此，占有擔保財產與否，並不足以支撐質權或留置權不

適用於第 202條之說理。 

況且，占有(交付)與登記同為擔保物權公示之不同方法，兩者間

                                           
99
 孫鵬，論擔保物權的實行期間，載法律科學，2007年第 6期。 



 121 

並無效力差異，因此，實不應在主債權訴訟時效屆滿時，對於擔保物

權行使之影響上，對於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之抵押權與以占有(交付)

為公示方法之質權或留置權間有不同之適用。 

因此，此說主張《物權法》第 202 條可以適用於質權及留置權。

《物權法》既然規定主債權訴訟時效，對於抵押權之行使存在影響，

同為擔保物權之質權及留置權，應本同一事件作同一處理之法適用原

則，理應對質權及留置權為相同處理，亦即相同應受主債權訴訟時效

之影響。因此，質權及留置權是否受主債權訴訟時效之影響，即可類

推適用抵押權受主債權訴訟時效影響之規定，即質權人、留置權人應

當於主債權訴訟時效期間行使質權、留置權；未行使者，人民法院不

予保護。 

三、本文見解 

由於留置權之實現必頇經過「留置」與「變價取償」程序，此種

二次效力性，便決定留置權之最終實現與消滅難以達成同步。大陸法

律規定，訴訟時效屆滿者，所消滅者為勝訴權，而非實體權利，因此，

於訴訟時效消滅後，留置權並不因為債權之訴訟時效屆滿，而歸於消

滅。換言之，留置權之行使，是否受被留置之債權訴訟時效效力所支

配?即留置權所擔保債權之訴訟時效屆滿，是否影響留置權效力之行

使?雖然大陸現行法律未有明文規定。惟留置權不同於債權，留置權

之訴訟時效與債權之訴訟時效並不相同，二者應當分別適用及計算訴

訟時效，訴訟時效完成與否對彼此不應當發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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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之台灣民法關於消滅時效之規定，消滅時效完成之效力，其範

圍依民法第 146條規定：「主權利因時效消滅者，其效力及於從權利。

但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原則上從權利與主權利同其命運，

均為時效完成後效力範圍所及。而第 145 條規定：「以抵押權、質物

或留置權擔保之請求權，雖經時效消滅，債權人仍得尌其抵押物、質

物或留置物取償。」則為原則之外之法律特別規定。 

而第 145條之立法理由，乃在於社會觀念上，債權人通常對擔保

物具有高度信賴，而不急於行使權利；為顧及社會狀況及債權人心

態，並增強擔保物權之效力，特別規定請求權雖經時效消滅，仍得尌

擔保物拍賣、變賣以清償債務。惟尌擔保物取償係屬例外，其取償期

間不宜過長，以免造成雙重優惠而損及債務人利益。因此民法第 880

條抵押權部分規定：「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

滅，如抵押權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五年間不實行抵押權者，其抵押

權消滅。」性質上係規定實行抵押權之法定期間為五年，而非將時效

期間於完成後再延五年，至於質權、留置權，法律則無限制其行使期

間之規定100。因此，大陸《物權法》對於對留置權之時效規定上，應

當獨立於被留置之債權，留置權之行使不應受被留置債權之訴訟時效

是否完成而影響。 

                                           
100  黃陽壽，民法總則，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9月第 2版，頁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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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留置權存在，債務人以此法定擔保物權作為債務履行之擔保，一

旦留置權消滅，債權人便負有返還留置物所有權之義務。蓋因於留置

權之效力存續期間，留置物之所有權，本即歸債務人所有或者被留置

權人所有。依據公帄原則，留置權消滅後，此種用以擔保之留置物，

即應回歸其原來所有權人。由於所有權之回復圓滿性決定，因此，留

置權消滅，便意味著債務人享有請求留置權人返還留置物之權利，相

應之債權人即負有返還留置物之義務。 

其次，倘若因物權消滅之共同原因，導致留置權消滅，如留置物

本身之滅失、留置權與所有權混同或者留置物因第三人原因而消滅，

從而引貣留置權消滅。此時，由於留置物已經消滅，留置權人用以持

續占有之物件已不復存在，債務人繼續提供擔保之物亦歸於不復存

在，留置權人便應返還留置物。 

此時有疑問者在於留置物消滅，已不可能返還，在採取物權方法

難以救濟時，債務人可要求留置權人採取債權之救濟方法，以帄衡雙

方當事人之權利義務關係。因此，上述因物權消滅之共同原因，導致

留置權消滅，則無論債務人是否已經履行債務，債權人對於可歸責於

債權人自身原因造成之債務人損害，負有損害賠償責任，亦為侵權行

為法過失原則之規定。 

依據大陸《擔保法》第 88條規定：「留置權因下列原因消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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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消滅的；(二)債務人另行提供擔保並被債權人接受的。」《物權

法》第 240 條規定：「留置權人對留置財產喪失占有或者留置權人接

受債務人另行提供擔保的，留置權消滅。」可見，大陸法律規定之留

置權消滅情形為：其一係債權消滅；其二是留置權人接受債務人另行

提供擔保；其三為留置權人喪失留置財產占有。其中第二個原因，蘊

藏著對債務人不公帄情形，因為可能出現即使債務人提供之擔保物具

有強大之變價性，且變價後能夠完全實現債權，但留置權人執意拒不

接受該替代擔保，使得本可消滅之留置權因留置權人濫用法律規定，

實施故意阻隔而不能消滅，其結果既對債務人不公帄，且影響留置物

之充分利用，除此之外，客觀上亦改變留置權為債權實現而成立之意

旨，最終導致交易效率之降低。為避免上述弊端產生，一些國家或地

區之相關立法，通常並不規定債務人另行提供擔保時，必頇為債權人

接受，但均強調債務人另行提供之擔保應當充分，如《瑞士民法典》

第 898 條規定：「債務人不履行義務時，債權人經事先通知債務人，

得變賣留置物，但此規定限於債權人未得到充分擔保的情形。」 

本文認為，法律應當將提供相當擔保消滅留置權的請求權賦予債

務人，爰因，債務人於留置權成立及存在時，均處於相對弱勢法律地

位，出於「矯正」制度之考量，將提供相當擔保消滅留置權之請求權

賦予債務人，更顯公帄合理；其次，以交易安全為基本取向之擔保制

度與物之利用效率間之矛盾，一直係《擔保法》發展史上一大難題，

於留置權制度之設計中，允許債務人提供相當擔保，取回留置物進而

消滅留置權，具有緩和留置與物之利用間之矛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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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至於留置權之行使，是否受被留置之債權訴訟時效效力所支配?即

留置權所擔保債權之訴訟時效屆滿，是否影響留置權效力之行使? 因

為信賴擔保物權，因此債權人大多不急於行使權利,主要係因擔保物

權乃從權利。而時效消滅，則債權成為不完全債權(即自然債務)，擔

保物權之部份亦成為不完全擔保物權，而消滅者為人保之部份。雖訴

訟時效之效力應及於從權利，即主權利因時效屆滿不受保護，則附屬

於主權利之從權利亦不因而不受保護。例如合同履行請求權因時效屆

滿不受保護，其違約金請求權亦不受保護101。惟如果在請求權上設有

擔保物權，則請求權雖然已經罹於訴訟時效，權利人仍得實現其擔保

物權，大陸《擔保法司法解釋》亦持相同見解102。《物權法》第 202

條之規定與《擔保法司法解釋》皆係關於擔保物權行使期間之特別規

定，適用時應予注意103。換言之，《物權法》第 202 條雖規定抵押權

不受訴訟時效之影響，惟並未規定其他擔保物權，而《擔保法司法解

釋》第 12 條除抵押權外亦規定了其他擔保物權，是故《物權法》有

規定者，依《物權法》，《物權法》未規定者，依《擔保法司法解釋》

為準。爰《物權法》與《擔保法》競合時依《物權法》，而《物權法》

未規定惟《擔保法》有規定者依《擔保法》，故《擔保法》不因《物

權法》出現而失效。 

因此，留置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之問題應適用《擔保法》，無類推適

用《物權法》第 202條之餘地。 

                                           
101
 黃陽壽，前註 100，頁 416。 

102
 江帄主編，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 9月第 1版，頁 252。 

103
 黃陽壽，前註 100，頁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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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大陸留置權制度之主要規定在於《民法通則》、《擔保法》、《合同

法》及《物權法》等法律。大陸《物權法》頒佈前，大陸法律並未有

明確規定留置權人有收取留置物孳息之權利。但頒布後之《物權法》

第 235 條規定：「留置權人有權收取留置財產的孳息。」可知，大陸

《物權法》已明確將孳息作為留置權效力所及之標的物範圍；其次，

大陸《物權法》第 232 條再進一步規定:「法律規定或者當事人: 約

定不得留置的動產，不得留置。」因此，債權人與債務人可約定排除

留置權之發生。 

儘管大陸《物權法》已較以往明確規定，但是，在留置制度之規

定上，整體而言並無太大進展，與國外以及台灣有關留置權制度相比

較，大陸留置權制度之規範則仍有待完善。 

大陸《民法通則》規定的留置權標的物為「對方的財產」，對於

財產範圍有大陸學者認為解釋上當包括動產、不動產、有價證券，此

一解釋並不同於傳統民法中留置權僅限於動產。而大陸《擔保法》與

《物權法》第 230條、第 231條、第 232條皆表示留置權的標的物範

圍限定為動產，因此，並不承認於不動產上成立留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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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在留置權消滅之情形上，按台灣民法物權編修正後第 937

條規定:「債務人或留置物所有人為債務之清償，已提出相當之擔保

者，債權人之留置權消滅。第八百九十七條至第八百九十九條之規

定，於留置權準用之。」申言之，債權人之留置權消滅僅頇債務人提

供相當之擔保即可。由此可見，台灣民法物權編第 937條規定係將債

務人另行提供之擔保作為留置權當然消滅之原因，而不論債權人是否

接受。但是依據大陸《擔保法》第 88 條規定及《物權法》第 240 條

規定，其中留置權人接受債務人另行提供擔保，蘊藏對債務人不公帄

之情形，因為即使債務人提供之擔保物具有強大之變價性，且變價後

能夠完全實現債權，但留置權人執意拒不接受該替代擔保，使本可消

滅之留置權，因留置權人濫用法律規定，實施故意阻隔而不能消滅，

其結果既對債務人不公帄，亦影響留置物之充分利用，均為大陸《物

權法》未盡完善之處。 

第二節  建議 

第一項 留置權應可成立善意取得 

台灣民法 2007年 3月 28日公布之民法物權編有關擔保物權部分

條文之修正案，留置權部分法條已併入修正，其中第 935條、第 938

條，已在該次修正案中被刪除。有關規定留置權發生原因的第 928條

亦在修正之列，2007年 3月 28日通過之物權編修正第 928條第 1項，

仿外國立法例規定:「稱留置權者，謂債權人占有他人之動產，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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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之發生與該動產有牽連關係，於債權已屆清償期未受清償時，得

留置該動產之權。」將原本之債權人占有債務人之動產部分改為債權

人占有他人之動產，以為肆應。台灣修法又為期與動產所有權、動產

質權之善意取得，立法精神一致，爰於第 928條增列第 2項規定，債

權人因侵權行為或其他不法之原因而占有動產或其他不法之原因而

占有動產者，不適用前項規定。其占有之始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

該動產非為債務人所有者，亦同。 

本文認為：債權人所占有之「債務人的動產」並不必限於債務人

所有，非屬於債務人所有之動產上，亦可成立留置權且無頇以債權人

「善意」為條件，申言之，善意取得本係民法上財產所有權制度，為

保護交易安全，充分發揮物之擔保功能，維護正常社會經濟秩序，不

少國家在留置權中予以採用。但是，大陸通過之《物權法》雖有於第

106條規定關於所有權及其他物權的善意取得制度，惟對於司法解釋

規定有關留置權之善意取得制度，並未像台灣一般，予以明文確認。

為了物權法律體系之協調，更為了法律及其解釋之協調以及彌補現行

立法缺陷需要，應當將留置權之善意取得直接規定於法律中為當。 

第二項 應當擴大留置物範圍 

大陸留置權制度應當擴大留置物之範圍，擴張留置權制度之適用

空間，亦為《物權法》物盡其用基本理念之必然要求，因此，事實上

不具有變價性之動產、有價證券均可成為留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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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法》第 231條限定了債權範圍，即債權人留置權之動產，

應當與債權屬於同一法律關係。如此規定，雖有利於認定標的物與債

權之牽連關係，不致產生爭議，但其明顯之弊端，則是將一些債權排

除於留置權擔保範圍，如因侵權行為所生之債權或因同一生活關係所

生債權，留置權便無法保障，明顯不利於保護債權人債權，並且降低

留置權制度之整體效率。相對於台灣民法物權編第 928條規定，採取

牽連關係之概念規定，並於第 2項限制因侵權行為或其他不法之原因

而占有動產或其他不法之原因而占有動產者，不適用留置權規定，較

為嚴格限制。 

因此，實有必要對標的物與債權之牽連關係進行適當放寬，進一

步擴大對債權之保護範圍。但「企業之間留置的除外」之規定是否妥

當則值得商榷？不若理解或表述為「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更為妥

適。亦正因此，大陸於留置權制度之取得要件之設計上，仍尚有完善

之空間。 

第三項 應當承認緊急留置權 

法律賦予留置權人提前行使留置權之制度。其意義並非僅僅是使

留置權人得到時間利益，更主要係出於公帄原則。對此，台灣民法物

權編第 931 條均有規定：「債務人無支付能力時，債權人縱於其債權

未屆清償期前，亦有留置權。債務人於動產交付後，成為無支付能力，

或其無支付能力於交付後始為債權人所知者，其動產之留置，縱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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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所定之牴觸情形，債權人仍得行使留置權。」 

但是《物權法》最終並未如台灣民法物權編承認緊急留置權，本

文認為於債務人喪失清償能力，而債權未屆清償期時，或債權人能夠

證明債務人無支付能力情形下，擴張留置權之適用範圍，有利於維護

債權人利益與保障交易安全。 

第四項 應當增加特別留置權 

本文認為，作為法定擔保物權之一，設置留置權之目的，在於對

特定條件下之債權給予優先保護。大陸目前之特別留置權立法可考量

選擇性承認債權人對位於其不動產之空間內，或依附於其不動產存在

之物，成立特別留置權。主要係關於旅店經營者之留置權、不動產出

租人之留置權。 

其一，旅店經營者，於旅客不能按期支付住宿費及其他為滿足旅

客需要而提供服務之墊款時，應對客人攜帶物品享有留置權。《德國

民法典》第 704 條規定旅店主人之法定質權等,其法定質權即為留置

權，《法國民法典》第 2012 條稱之為「旅館經營人之優先權」，日本

民法上稱為「旅店宿泊」之先取特權。但應注意此種留置權所及物之

範圍，主要應為旅客寄存物，並且不得及於旅客所攜帶之具有人身性

質之私人物品，如拐杓、假髮、治病藥品等。 

其二，承認出租人對於承租人位於出租人空間內之物品留置權。

《德國民法典》規定於第 559及第 592條；法國民法規定為房屋與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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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租金，對當年收穫的果實，為租用屋或農場配備之一切物品等具

有優先權；日本規定為「不動產租賃」之先取特權。此些對於特別留

置權之認可，於很大程度上係對於目前日常交易習慣之承認，並且隨

著大陸市場經濟之不斷發展及完善以及物權制度之進一步明細化，有

關留置權之經濟糾紛將不斷增多，亦即有必要對特別留置權為法律上

之認可。 

第五項 增加商事留置權制度 

德國與日本皆分別於民法典與商法典中規定民事留置權與商事

留置權。但是在瑞士採取民商合一之國家，並不區分商事留置權與民

事留置權，留置權以留置物與債權有關聯時為成立條件，但發生於商

人間之留置權關聯關係，僅僅係以占有係由商業交易產生為限。台灣

民法同採民商合一體制，將民事留置權與商事留置權都在民法予以規

定。 

大陸《物權法》對商事留置權之應對，主要在於第 231 條：「債

權人留置的動產，應當與債權屬於同一法律關係，但企業之間留置的

除外。」之規定，其中之例外規定，似有指向商事留置權之意，但卻

又欲言又止。由於大陸採民商合一之立法例，所以應在於民事立法

中，對於商事留置權為一明確規定。很多國家對民事留置權與商事留

置權規定之牽連關係均有所不同，大陸亦應如此。 

因此，對於商事留置權牽連關係宜規定為：商人間因營業關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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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之債權，與因營業關係而占有之財產，其債權與占有雖非基於同

一法律關係或同一生活關係，即在民法上本無牽連關係，只要占有財

產與取得債權均為同一商業上原因而生，亦視為有牽連關係，可以成

立留置權。 

第六項 留置權之行使不應受訴訟時效效力之支配 

留置權不同於債權，留置權之訴訟時效與債權之訴訟時效並不相

同，二者尌當分別適用與計算訴訟時效，訴訟時效完成與否對彼此不

應當發生影響。而台灣民法第 145 條規定：「以抵押權、質物或留置

權擔保之請求權，雖經時效消滅，債權人仍得尌其抵押物、質物或留

置物取償。」明文規定不限制擔保物權之行使期間，或可為大陸在對

留置權時效規定上，應當獨立於被留置之債權，留置權之行使，不應

受被留置債權之訴訟時效是否完成而影響之參考。 

小結 

綜觀大陸《物權法》留置權制度之規範仍有待完善，如債權與財

產牽連關係規定較為嚴格，又如留置標的物限制於動產上等等;但是

《物權法》最終並未如台灣民法物權編承認留置權之善意取得、緊急

留置權之規定等等。此些缺陷之存在非但不利於保護債權人債權，並

且降低留置權制度之整體效率，惟大陸《物權法》亦並非謂皆無進步

之處，《物權法》至少對於留置權之適用範圍採取了開放式之立法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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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法》第 232 條僅僅規定不得留置情形，相較之下，《擔保

法》規定留置範圍較寬廣，正如大陸學者指出，隨著市場經濟發展，

相關市場規則與法律制度之完善，將留置權適用範圍擴大至因無因管

理、倉儲合同及其它合同發生之債權。自其他國家與地區有關留置權

之立法觀察，亦幾乎沒有逐一列舉留置權適用範圍。因此，《物權法》

並未明文列舉留置權之適用範圍，而僅僅於該條文中，對留置權之適

用範圍做出限制，規定不得留置之兩種情形。只要不屬於這兩種情

形，又符合留置權的條件，均可以成立留置權。104 

為此，依照《物權法》第 230條、第 232條之規定，只要符合留

置權之法定構成要件，債權人即可主張留置權；放鬆商事留置（即企

業間留置權）之產生要件要求；留置權所擔保之物件不再被限制於合

同債權，而括及所有債權類型，當然亦不再限制合同類型；更顯著之

變化係規定除非法律規定不得留置以及當事人約定不得留置者外，只

要符合留置權之產生條件，均可主張留置權。因此，擴大留置權之適

用範圍為大陸《物權法》最大之進步。 

 

                                           
104
 胡康生主编：《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釋義》，法律出版社 2007年 3月版，第 50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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