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字號】103,訴,944
【裁判日期】1050119
【裁判案由】返還買賣價金
【裁判全文】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03年度訴字第944號
原
告 林紹賢
訴訟代理人 廖克明律師
被
告 陳紹宏
追加被告
陳莊九妹
陳紹光
莊陳菊蕙
陳玉蓮
陳玉婷
陳香蓉
上七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彭成青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買賣價金事件，本院於民國105 年1 月12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佰貳拾柒萬伍仟元，及被告陳紹宏
自民國一０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被告陳莊九妹、陳香蓉自民
國一０四年五月九日起、被告陳紹光自民國一０四年五月二十二
日起、被告陳玉婷自民國一０四年七月九日起、被告陳玉蓮自民
國一０四年十月六日起、被告莊陳菊蕙自民國一０四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百分之五十五，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柒拾陸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
以新臺幣貳佰貳拾柒萬伍仟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基
礎事實同一者、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款、第3 款、第5 款、第7 款定有明文。經查
，原告起訴時原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4,
300,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之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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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嗣於民國104 年5 月1 日具狀追加陳○○之全體繼承人
陳莊九妹、陳紹光、莊陳菊蕙、陳玉蓮、陳玉婷、陳香蓉為
共同被告，並變更聲明第1 項為：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30
0,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一第104 頁）；再
於104 年7 月28日，將上開聲明金額第1 項變更為4,500,00
0 元（見本院卷一第161 頁）。核上開追加乃因訴訟標的對
原、被告必須合一確定，而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
，且請求基礎事實同一，參諸前揭規定，應予准許。至原告
就請求金額之更正，係單純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揆諸
前揭規定，均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被告之被繼承人陳○○與原告於96年12月27日簽訂買賣契
約書，由原告向陳○○購買坐落新竹縣○○鎮○○段000 （
2050.91 平方公尺）、000 （890 平方公尺）、000 （138.
92平方公尺）、000 （119.82平方公尺）、000 （610.44平
方公尺）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買賣價金為12,500
,000元（下稱系爭買賣契約），原告嗣已依約簽發發票日為
96年12月27日、票面金額為1,500,000 元之支票1 紙；再於
97年3 月31日，分別簽發票面金額為1,000,000 元、300,00
0 元之支票2 紙，另於97年1 月28日交付現金200,000 元予
陳○○；再簽發發票日為97年4 月30日、票面金額1,500,00
0 元之支票予陳○○，業已給付買賣價金4,500,000 元。雙
方並口頭約定俟渠等協力完成系爭土地水土保持後，方移轉
系爭土地予原告，原告並同時付清尾款。詎原告逕發現系爭
土地部分有界址錯誤、遭占用之情，致系爭土地之水土保持
工程遲未完成，雙方訂立系爭買賣契約之目的亦無法達成，
原告自無從給付剩餘價款，至100 年3 月15日陳○○死亡，
系爭買賣契約尚均持續延宕，迄今仍未成就。
(二)原告與陳○○既於訂定系爭買賣契約時已約定待雙方協力將
系爭土地水土保持計畫完成，方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並支付
尾款，可知水土保持計畫之完成，實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主要
目的，而今因可歸責陳○○之事由致上開土地水土保持無法
完成，其所為自屬給付不能，原告當有權解除契約。
(三)另系爭土地經分割後，已陸續由被告陳紹宏、訴外人劉○○
○取得，並分別出售予毛○○、鄒○○，依民法第226 條第
1 項、第256 條規定，陳○○暨其繼承人即被告就系爭買賣
契約所負移轉土地所有權予原告之義務已陷於給付不能，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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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係可歸責於陳○○暨其繼承人即被告，原告依法解除系爭
買賣契約，自屬有理。為此，爰依法對陳○○之全體繼承人
即被告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返還買賣價金4,500,000 元
。
(四)對被告抗辯所為陳述：
1.原告與陳○○當時口頭約定原告要將系爭土地做完水土保
持計畫，買賣才繼續進行，原告要做水土保持計畫的時候
發現必須連同同段000 地號土地共同納入水土保持計畫，
遂向陳○○之配偶即被告陳莊九妹以1,000,000 元購買00
0 地號土地。嗣水土保持計畫因陳○○檢舉說原告做水路
會通過他下邊坡的土地，伊拒絕讓水路通過，致無法完成
。被告陳莊九妹才與原告合意解除同段000 地號土地之買
賣契約，並將1,000,000 元返還原告，是顯然被告陳莊九
妹自知理虧所以才願意將1,000,000 元返還予原告，同理
，原告向陳○○所購買系爭土地，既然水土保持計畫的目
的無法完成，自得解除契約，並向陳○○之繼承人即被告
請求返還價金。
2.被告陳紹宏辯稱原告僅給付4,150,000 元云云，無非係以
陳○○於97年8 月20日所寄發予原告之存證信函計算定金
3,000,000 元、期款1,000,000 元、尾款150,000 元計算
，然上開信函內容所指，尚缺原告所給付之97年4 月30日
簽發之1,500,000 元支票，亦未提及該紙支票係遭退票，
顯然該函文已有疏漏，並未含括原告全數給付價額，要無
可採。
3.就被告陳紹宏提出相關存證信函，辯稱陳○○早已於97年
8 月30日、97年9 月23日、97年10月29日、97年11月20日
寄發存證信函向原告催告，並於97年10月29日解除系爭買
賣契約，且為原告知悉，然：
(1)原告固曾收受陳○○於97年8 月30日及同年9 月23日所
寄發之存證信函，惟其並未收受97年11月20日之存證信
函，更未收訖陳○○於97年10月29日向被告解除契約之
存證信函，其僅係聽聞代書陳稱陳○○向原告解除契約
，為捍衛自身權益，始於存證信函中回覆，尚不足證其
有收訖上該信函之實。又其既未收訖上開存證信函，自
足證系爭買賣契約尚未經陳文正解除甚明。況參證人楊
○○證稱：原告未付後續款項，陳○○有在信函中載明
違約，要解除買賣契約，但不知道原告有無收到。我不
確定他們是否已解除等語。顯然陳○○並未主張解除契
約，否則倘陳○○業已解約，原告所付價款均已充為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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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金，原告當無決定要否取回定金之餘地。
(2)退言之，縱陳○○已向原告催告並解除契約，依系爭買
賣契約第10條之約定沒收原告已給付之價金抵作違約金
，但系爭買賣契約總價為12,500,000元，原告給付4,50
0,000 元已達總價款之百分之36，即系爭土地總價之3
分之1 ，原告簽署系爭買賣契約後亦辛勞為水土保持，
則衡酌原告為系爭土地給付價款、付出辛勞，則併請求
本院依民法第252 條之規定予以酌減，或以總價之百分
之5 即625,000 元充為違約金，始為適當。
(五)並聲明：
1.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4,500,00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
(一)依系爭買賣契約第2 條約定，買賣價金分3 次付款，第1 次
即簽約時付款3,000,000 元，第2 次即97年5 月31日付款5,
000,000 元，第3 次即尾款則於97年7 月31日付款4,500,00
0 元。詎料原告合計僅支付4,150,000 元後即遲不付款，此
見陳○○於97年8 月30日寄發台北北門郵局第4750號存證信
函催繳之內容即知，因此原告稱其已支付4,500,000 元乙節
，並非事實。又系爭買賣契約並無關於施做水土保持之約定
，此觀證人楊○○、黃裕榮之證述亦明。是原告聲稱買賣雙
方約定須待原告與陳○○協力將系爭土地之水土保持計劃完
成後，方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予原告，原告同時付清尾款等
節，亦非事實。另關於原告指稱被告所提97年8 月30日之存
證信函文中所指給付金額獨缺發票日期97年4 月30日、票面
金額1,500,000 元支票乙節，被告否認收受該張支票，併予
敘明。
(二)系爭買賣價金之支付方式已清楚約定於系爭買賣契約第2 條
。原告既未依約全部給付，經陳○○分別於97年8 月30日寄
發台北北門郵局第4750號存證信函、97年9 月23日寄發台北
北門郵局第6070號存證信函向原告催繳，惟因原告仍遲不給
付，陳○○遂於97年10月29日寄發台北金南郵局第01127 號
存證信函沒收原告所已給付之4,150,000 元並解除系爭買賣
契約，原告收受上開3 份存證信函後，於97年11月3 日寄發
新竹武昌郵局第1926號存證信函回覆陳○○，顯示原告確實
收受陳○○所寄發之催告、解約通知信函無誤。又陳○○於
接獲原告寄發之第1926號存證信函後，再於97年11月20日寄
發台北東門郵局第689 號存證信函，並再次載明「台端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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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已違反雙方買賣契約第10條約定，經97年8 月30日及
97年9 月23日以存證信函多次限期催告，仍不給付，寄件人
所收價金4,150,000 元，依契約書第10條之約定，無條件沒
收抵作賠償額違約金，充作損害金，並解除買賣契約，寄件
人並已於97年10月29日之台北金南郵局第01127 號存證信函
通知台端」等語，是可知系爭買賣契約已因原告未依約給付
價款而經陳○○解除至明。
(三)另證人楊○○乃系爭買賣契約之承辦代書，其因系爭買賣契
約亦對原告衍生有墊付土地增值稅之債權，證人楊○○在該
債權之追討程序中，不僅提出系爭買賣契約，並以：原告違
背土地買賣契約，遭陳○○解除契約等語，為其主要之理由
，因原告對此無異議而告確定，此見台灣苗栗地方法院100
年度司促字第6883號支付命令之記載即明，更可證明原告對
於陳○○催告、解除契約之通知早已知悉且無異議，原告所
提出之本件訴訟顯屬無理由。
(四)原告雖提出依民法第252 條之規定，本件有違約金過高應予
以酌減之主張，惟系爭買賣契約簽約當事人之地位平等，皆
本於雙方之自由意志而簽訂買賣契約，並無特別偏袒一方之
情形，況本件出賣人即被繼承人陳○○依造契約履行義務並
無任何違約之情事，純係買受人即原告一方發生違約之行為
，故基於契約自由原則、交易安全與私法秩序之維護，並參
酌現今實務上關於違約金是否酌減之認定依據，堪認陳○○
沒收之違約金額確無過高，實無酌減之問題。
(五)並聲明：
1.原告之訴駁回。
2.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原告與陳○○（100 年3 月15日歿），前於96年12月27日簽
立不動產買賣契約，由原告向陳○○購買坐落新竹縣○○鎮
○○段000 （2050.91 平方公尺）、000 （890 平方公尺）
、000 （138.92平方公尺）、000 （119.82平方公尺）、00
0 （610.44平方公尺）地號土地，價金為12,500,000元。
(二)陳○○之繼承人為其配偶陳莊九妹、陳紹光、陳紹宏、莊陳
菊蕙、陳玉蓮、陳玉婷、陳香蓉等均未於法定期間內為拋棄
或限定繼承之聲明。
(三)被告陳紹宏以買賣方式取得新竹縣○○鎮○○段000 地號（
138.92平方公尺）、以分割繼承方式取得新竹縣○○鎮○○
段000 ○○○000 地號合併後再分割，1227.71 平方公尺）
、000 （610.44平方公尺）、000 （119.82平方公尺）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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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新竹縣○○鎮○○段00000 ○○○○000 地號
，859.60平方公尺）地號土地由劉○○○以分割繼承方式取
得；新竹縣○○鎮○○段00000 ○○○○00000 地號，529
平方公尺）地號由毛○○以買賣方式取得；新竹縣○○鎮○
○段00000 ○○○○00000 地號，330.6 平方公尺）地號由
鄒○○以買賣方式取得。
四、本院之判斷：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定有明文。又按主張常態之事實者，不
負舉證責任，主張變態之事實者，應負舉證責任，是為舉證
責任之法則。本件原告主張其前於97年12月27日，與被告之
被繼承人陳○○合意以12,500,000元購買系爭土地，並訂定
系爭買賣契約，原告業已給付買賣價金4,500,000 元。雙方
約定俟渠等共同協力為系爭土地施作水土保持工程後，原告
即交付尾款，陳○○則將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
。惟系爭土地上因有界址錯誤、遭他人無權占用，陳○○未
依約協助施做水土保持，且系爭土地業因繼承、買賣而移轉
登記在被告陳紹宏、訴外人劉○○○、毛○○、鄒○○名下
，而有給付不能之情，且此給付不能係可歸責於陳○○之事
由，原告自得依法請求解除契約、返還買賣價金4,500,000
元等語，惟為被告陳紹宏所否認，並執前詞置辯。是本件應
審酌者為：1.陳○○已收受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為何？2.陳
○○是否已合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3.原告主張陳○○未依
約配合為水土保持，且因系爭土地已因移轉他人而陷於給付
不能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請求返還4,500,000 元，有無理由
？4.若陳○○業已合法解除契約，並依約沒收已收之價款，
違約金是否過高？
(二)陳○○已收受系爭買賣契約之價金為何？
1.原告主張：其於訂定買賣契約後，依約簽發發票日為96年
12月27日、票面金額為1,500,000 元之支票1 紙；再於97
年3 月31日，分別簽發票面金額為1,000,000 元、300,00
0 元之支票各1 紙，另於97年1 月28日交付現金200,000
元予陳○○；再簽發發票日為97年4 月30日、票面金額1,
500,000 元之支票予陳○○，共已給付買賣價金4,500,00
0 元云云，並提出有陳○○及原告共同簽署之系爭買賣契
約交款備忘錄、支票影本等件為證（見本院卷一第8 頁反
面、第13頁正反面）。惟，依據交款備忘錄所載：原告係
分別於96年12月27日、97年1 月10日、同年月28日分別交
付面額為1,500,000 元、1,000,000 元、500,000 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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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日為96年12月27日、97年3 月31日、97年3 月31日之支
票各1 紙，及於97年1 月28日交付現金200,000 元予陳○
○，共計交付面額為3,000,000 元之支票3 紙及現金200,
000 元予陳○○簽收等情，有交款備忘錄影本在卷可按（
見本院卷一第87頁）；核與原告提出發票日分別為96年12
月27日、97年3 月31日、97年3 月31日、97年3 月31日、
97年4 月30日所簽發、票面金額分別為1,500,000 元、1,
000,000 元、500,000 元、300,000 元、1,500,000 元，
合計4,800,000 元之支票影本共5 紙（見本院卷一第84頁
至第86頁），兩者之總金額已有差異，則除交付200,000
元現金業經陳○○於交款備忘錄中簽收為真外，就支票部
分，原告縱有將前開支票交由陳○○收受，然原告未就上
開票款業經兌現之情舉證證明為真，是原告上開主張，尚
難驟採。
2.被告陳紹宏抗辯：原告僅給付買賣價款4,150,000 元等語
，並提出陳○○於97年8 月30日以台北北門郵局第4750號
、97年11月20日台北東門郵局第689 號寄發予原告之存證
信函為據（見本院卷一第118 頁至第119 頁、第122 頁至
第124 頁）。查依系爭買賣契約第2 條付款期限及移交不
動產方法、第14條特約事項第1 項分別約定「本約簽定
時，甲方（即原告）應付乙方（即陳○○）價款之一部，
計3,000,000 元（含定金）；第2 次付款5,000,000 元
，於97年5 月31日支付；尾款4,500,000 元，於97年7
月31日支付。」、「本件買賣定金3,000,000 元，甲方（
即原告）開具2 紙支票如下：渣打銀行96年12月27日給
付1,500,000 元；渣打銀行97年3 月31日給付1,000,00
0 元；97年1 月28日給付現金200,000 元及渣打銀行97
年3 月31日支票300,000 元…」，是依上開約定內容可知
，原告應依約於各該期日，如數給付定金及各期款項予陳
○○；然觀之被告陳紹宏所提陳○○於97年8 月30日所寄
發予原告之存證信函內容記載：請原告給付第2 期款4,00
0,000 元、尾款4,500,000 元，因原告僅給付簽約金3,00
0,000 元，第2 次價金中的1,000,000 元，其餘第2 次價
金中的4,000,000 元固曾由藍如宜於97年7 月15日及同年
8 月10日簽發面額各2,000,000 元之支票，惟該2 紙支票
經提示均因存款不足遭退票；尾款僅給付150,000 元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118 頁正反面）；而原告則於97年11月3
日覆以：陳○○本身所言承諾事項是否履行？且土地地目
在申請建築線指示時發現為丙種建地，建蔽率僅百分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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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陳○○保留法律追訴權等語（見本院卷第120 頁、第
121 頁）。互核上開存證信函往返可知，原告收訖陳○○
前揭所寄存證信函後並未爭執或否認僅給付4,150,000 元
價金一情，則原告既不爭執有收訖上開存證信函，且亦已
依陳○○所發存證信函為回覆，其中若其對已付買賣價金
數額此一攸關交易重要事項之部分有所爭執，自應於97年
11月3 日之函覆中加以表述，或於嗣後逕向陳○○加以主
張。惟其自97年間收受上開函文，即未有何反對之意思，
至103 年提起本件訴訟，始向本院主張已付價金為4,500,
000 元，尚難認其主張有據，是本院認被告陳紹宏抗辯：
依陳○○於97年8 月30日所寄發存證信函內容所述原告已
給付之數額應為4,150,000 元等情，堪可採信。
(三)陳○○是否已合法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1.被告陳紹宏辯稱：原告均未依約給付買賣價款，經陳○○
多次催告，原告仍未繳納，故系爭土地之買賣契約業經陳
○○於97年10月29日以台北金南郵局第1127號存證信函通
知解除等語。惟為原告所否認，並主張：伊未收受上開存
證信函，被告陳紹宏亦未舉證以佐，是陳○○所為之契約
解除行為，應屬無效云云。
2.依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 項約定：本約簽定後，倘甲方
（即原告）不買或不按約定日期付款，經乙方（即陳○○
）定期催告仍不給付時，願將既付價款全部由乙方無條件
沒收，抵作違約金，並解除本約等語，有系爭買賣契約附
卷可憑（見本院卷一第8 頁反面），是若原告有上開未依
約付款之情，經陳○○催告仍未給付，自得解除系爭買賣
契約。查：本件原告未依約給付第2 期款項及尾款之全部
等情，業經本院認定如上，是原告僅給付定金3,000,000
元、第2 期款中之1,000,000元、尾款中之150,000元，經
陳○○於97年8月30日之存證信函催告未果，復再以97年9
月23日之存證信函催告，尚未獲原告給付，自有權對原告
解除系爭買賣契約。
3.原告雖不爭執其已收訖上開存證信函，然稱：其未收受被
告於97年10月29以台北金南郵局第1127號解除系爭買賣契
約之存證信函（下稱系爭函文）等語。惟，證人楊○○並
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到庭結證稱：因為原告沒有給付後續
款項，陳○○有在存證信函裡面寫違約，要解除買賣契約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4頁反面）；另被告雖未提出系爭信
函，然觀諸陳○○於97年11月20日寄發予原告之存證信函
載明：原告延遲付款，已違反雙方買賣契約第10條之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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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97年8 月30日、97年9 月23日多次催告，仍不給付，
已於97年10月29日以台北金南郵局第1127號存證信函通知
原告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23 頁反面），佐以原告於97年
11月3 日寄發予陳○○之存證信函內容載明：陳○○於97
年10月30日又寄出台北金南郵局1127號存證信函所言，為
了原告權利義務提出嚴重聲明，本人保留法律追訴權等語
（見本院卷一第121頁），可認陳○○確已寄發上開解除
契約存證信函，且為原告所收受為真正，否則若原告對陳
○○欲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之事毫不知悉，豈有在所發存證
信函中明確記載陳○○所發存證信函之文號之理；原告雖
又稱稱伊僅係聽聞代書所述，故特於存證信函註明，以維
權益，惟原告是否確係自代書之處聽來，或係其本人已為
收受，均未為舉證，是原告主張未收受上開解除系爭買賣
契約之函文，尚非可採。
4.是以，陳○○既已寄送存證信函予原告，催告原告於7 日
內給付價款，並於97年9 月23日再為通知，嗣於同年10月
29日以存證信函通知原告，以其未依約給付第2 期價款、
尾款餘額為由，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於同年11月20日寄
發存證信函重申此事，而原告既已於97年11月3 日寄發予
陳○○之存證信函自承已收受97年8 月30、同年9 月23日
、同年10月29日之存證信函，則被告陳紹文主張陳○○依
系爭買賣契約第10條第1 項之約定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自
屬有據。原告與陳○○間系爭買賣契約應認至遲於97年11
月3 日原告收函覆陳○○前開函文之日，經陳○○解除而
消滅。
(四)原告主張陳○○未依約配合為水土保持，且因系爭土地已陷
於給付不能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請求返還4,500,000 元有無
理由？
1.原告主張：陳○○未共同為水土保持，亦未排除地界錯誤
、他人無權占用之事，而系爭土地已陷於給付不能，且前
因陳○○之配偶即被告陳莊九妹以1,000,000 元出售同段
000 地號土地予原告，而遭陳○○檢舉說原告做水路會通
過他下邊坡的土地，拒絕讓水路通過，致無法完成水土保
持。被告陳莊九妹尚與原告合意解除同段000 地號土地之
買賣契約，並返還1,000,000 元買賣價金，顯然被告陳莊
九妹自知理虧，同理，原告向陳○○所購買系爭土地，既
然水土保持計畫的目的無法完成，自得解除契約云云，並
提出系爭土地簽訂系爭買賣契約前後之登記謄本為憑（見
本院卷一第10頁至第12頁、第14頁至第17頁），惟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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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紹宏所否認，並抗辯：雙方無此約定等語。經查，證人
楊○○到庭結證稱：系爭買賣契約書並未約定以水土保持
作為買賣條件之一，口頭亦未聽說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1
頁反面），證人黃榮裕到庭結證稱：農地、建地就水土保
持都需要向政府申請才能施做。陳○○因為本身曾經是水
利會的主管退休，他很清楚水土保持的申請程序。當時陳
○○跟我說原告林紹賢所作的開發、水土保持，都沒有提
出申請，所以我知道水土保持與買賣契約一點關係都沒有
等語（見本院卷一第62頁反面），且綜觀系爭買賣契約全
部條文內容，均未有關於「水土保持」之相關約定，或有
稱若原告及陳○○協力為水土保持之工程完備，原告始有
給付尾款，並請陳○○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所有權予原告
之約定，有系爭買賣契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一第75頁至
第77頁背面）。此外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益徵原
告與陳○○間，無論係書面或口頭，均未約定以水土保持
作為給付買賣價金之條件甚明。
2.另原告雖又主張：系爭土地現已分別由被告陳紹宏以買賣
方式取得新竹縣○○鎮○○段000 地號（138.92平方公尺
）、以分割繼承方式取得新竹縣○○鎮○○段000 ○○○
000 地號合併後再分割，1227.71 平方公尺）、000 （61
0.44平方公尺）、000 （119.82平方公尺）地號土地所有
權；另新竹縣○○鎮○○段00000 ○○○○000 地號，85
9.60平方公尺）地號土地由劉○○○以分割繼承方式取得
、新竹縣○○鎮○○段00000 ○○○○00000 地號，529
平方公尺）地號由毛○○以買賣方式取得、新竹縣○○鎮
○○段00000 ○○○○00000 地號，330.6 平方公尺）地
號由鄒○○以買賣方式取得，即系爭土地現均已移轉登記
由第三人取得所有權，而有給付不能之情云云。然原告與
陳○○間之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業已解除，並經本院為如
上之判斷，原告再以系爭土地一物二賣，有給付不能之情
事，主張解除契約返還價金，尚於法未合，而不應准許。
3.另原告主張其與被告陳莊九妹間之買賣契約，則與本件系
爭買賣契約無涉，自不能以此作為被告與陳○○間有約定
以水土保持作為交付買賣價金尾款、移轉登記系爭土地所
有權之依據。從而，原告主張系爭買賣契約有上開給付不
能而可歸責於陳○○之情事，而得解除系爭買賣契約，自
非可採。
(五)若訴外人陳○○合法解除契約，並依約沒收已收之價款，違
約金是否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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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內政部於101 年10月29日公告修正之成屋買賣契約書範
本第11條規定「買方逾期5 日仍未付清期款……賣方得解
除契約並沒收已付價款充作違約金；惟所沒收之已付價款
以不超過房地總價款百分之15為限」；次按民法第250 條
就違約金之性質，區分為損害賠償預定性質之違約金，及
懲罰性違約金，前者乃將債務不履行債務人應賠償之數額
予以約定，亦即一旦有債務不履行情事發生，債務人即不
待舉證證明其所受損害係因債務不履行所致及損害額之多
寡，均得按約定違約金請求債務人支付，此種違約金於債
權人無損害時，不能請求。後者之違約金係以強制債務之
履行為目的，確保債權效力所定之強制罰，故如債務人未
依債之關係所定之債務履行時，債權人無論損害有無，皆
得請求，且如有損害時，除懲罰性違約金，更得請求其他
損害賠償。本件系爭買賣契約至遲在原告於97年11月3 日
回覆存證信函時業經陳○○合法解除，陳○○得依系爭買
賣契約第10條第1 項之約定沒收原告所給付之價金4,150,
000 元，作為違約金。該約款雖未明載違約金性質，惟其
既載明「倘甲方（即原告）不買或不按約定日期付款，經
乙方（即被告等之被繼承人陳○○）定期催告仍不給付時
，願將既付價款全部由乙方無條件沒收，抵做違約金，並
解除本約」等語，係原告於一定期限內債務不履行時，以
沒收其已付價金作為賠償約定，自屬賠償總額定之違約金
。
2.又按約定之違約金過高者，法院得減至相當之數額，民法
第255 條定有明文。至是否相當，應依一般客觀事實、社
會經濟狀況、當事人所受損害情形及債務人若能依約履行
時，債權人可得享受之一切利益，以為斟酌之標準，倘所
約定之額數，與實際損害顯相懸殊者，法院自得酌予核減
。本件原告經陳○○多次催告均未依約給付價款，而陳○
○就原告所稱系爭土地之問題並於存證信函中為說明，原
告僅指出系爭土地有問題，卻未再就陳○○所為回覆而說
明其問題要如何處置等情，本院綜合上情，並審酌內政部
依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規定公告之成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有關違約金數額最高以不超過買賣
總價百分之15為限及兩造當事人主、客觀因素等為衡量標
準後，認系爭土地買賣契約約定4,150,000 元違約金，顯
屬過高，應酌減至買賣總價之百分之15即1,875,000 元，
始屬允當，則陳○○原受領其餘2,275,000 元違約金之法
律上原因即消滅，原告依前開規定及繼承之法律關係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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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被告連帶返還2,275,000 元，於法有據，逾上開金
額則乏所據。
五、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
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
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
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
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法第229 條第2 項、第23
3 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
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 ，亦為同
法第203 條所明定。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返還已繳土地價款扣
除應沒收之違約金，為無確定期限、無從另為約定利率之債
務，依法定利率即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遲延利息，並無不
合。是原告主張對被告陳紹宏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
103 年11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惟原告提起本件訴訟，業經追
加被告，是就追加之被告陳玉蓮、陳香蓉、陳紹光、莊陳菊
蕙、陳玉婷、陳莊九妹部分，自不應以起訴狀繕本之送達翌
日，作為遲延利息之起算日，應以上開被告收受追加被告聲
明狀之翌日，作為遲延利息之起算，始為合理。而查：原告
於104 年5 月1 日具狀為上開被告之追加，經本院將該追加
書狀繕本，分別於104 年5 月8 日合法送達被告陳莊九妹、
陳香蓉（見本院卷一第107 頁、第112 頁）；104 年5 月12
日寄存送達被告陳紹光（見本院卷一第132 頁）；104 年6
月19日公示送達被告陳玉婷（見本院卷一第157 頁）；104
年10月5 日合法送達被告陳玉蓮（見本院卷二第17頁）；10
4 年11月7 日公示送達被告莊陳菊蕙（見本院卷二第62頁）
，從而，原告請求被告陳莊九妹、陳香蓉自104 年5 月9 日
；被告陳紹光自104 年5 月22日；被告陳玉婷自104 年7 月
9 日；被告陳玉蓮自104 年10月6 日；被告莊陳菊蕙自104
年11月2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即屬無據，不應准許。
六、綜上，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業經陳○○合法解除業經本院認定
如上，原告主張違約金過高，請求被告返還已繳之買賣價金
，其中原告請求被告連帶返還2,275,000 元及被告陳紹宏自
103 年11月27日起；被告陳莊九妹、陳香蓉自104 年5月9日
；被告陳紹光自104 年5 月22日；被告陳玉婷自104 年7 月
9日；被告陳玉蓮自104年10月6日；被告莊陳菊蕙自104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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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7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又原告及被告陳紹宏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
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被告陳莊
九妹、陳紹光、莊陳菊蕙、陳玉蓮、陳玉婷、陳香蓉雖未聲
請免為假執行，惟基於衡平原則，爰依職權酌定擔保金額，
宣告被告陳莊九妹、陳紹光、莊陳菊蕙、陳玉蓮、陳玉婷、
陳香蓉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就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
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與攻擊防禦方法，經核均
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予以審酌，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無理由，依民事
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 項、第390 條第2 項、第392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
月
1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朱美璘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1
月
25
日
書記官 王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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