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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我國民法物權編自民國 19 年 5 月 5 日施行以來，除於 84 年 1 月 16 日將

第 942 條占有輔助人規定中之僱用人修正為受雇人外，均未曾變動，惟

隨著近代工商社會之發展，商業上之交易型態日趨多元，尤其是繼續性

交易契約之盛行，使得傳統物權法上抵押權之規定，無法符合社會之實

際需求，因此最高限額抵押權便逐漸萌芽而生，惟最高限額抵押權雖行

之有年，然卻均未有立法明文，多僅由實務依民法第 1 條之法理，以判

例及決議來肯認其合法性，最多也僅限於草案之提出，因此不免使最高

限額抵押權之設定，產生是否牴觸物權法定主義之嫌，又因未有立法加

以明文，故在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時，亦可能會產生設定及適用上之諸



多疑義，有鑑於此，我國民法物權編乃參照日本民法最高限額抵押權

（根抵当）制度，及我國學說、實務上之見解，將最高限額抵押權制度

於民法中加以規範，於 2007 年 3 月間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公佈，

並於物權編施行法中規定於同年 9 月 28 日起施行。 關於最高限額抵押

權之規定，我國民法已將之法制化，乃係參酌日本法之根抵当制度而

來，於新法中大量採納日本民法之規定，然雖說是參酌日本法，惟仍不

盡相同，因此，本文擬就新通過之最高限額抵押權之相關規定，先做一

初步之介紹，再以最高限額抵押權之確定為論述中心，就此次立法中有

缺失之部分，輔以日本法規定提出檢討。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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