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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阅读书目 

田士永著：《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以中国法和德国法中所有权变动的比较为

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 

由于该书是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所以本报告亦参考了田

士永著《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以中国法和德国法之比较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

2000 年博士学位论文。 

（二）作者简介 

田士永，1971 年 8 月出生于河北省深泽县，1990 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学习，

1994 年本科毕业，取得法学学士学位，1997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取得法学硕士

学位，2000 年博士研究生毕业，取得法学博士学位。 1999 年 10 月－2001 年 8

月在德国波恩大学学习。2002 年 7 月起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2005 年 1 月起

任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副处长。  

主要研究方向民商法、比较法，曾经公开出版《物权行为理论研究》等著作，

公开发表《无权处分中的私人自治原则》等论译文多篇并主编或参编教材多部。
① 

（三）为何选择这本书 

1、本书主题的重要性—绕不过去的物权行为理论 

正如本书标题所指出的那样，本书的主题是物权行为理论，以德国法和中国

法中所有权变动问题的比较为研究核心。我认为，本书主题具有复杂性、思辨性

和重要性，值得研读，具体理由如下： 

“物权行为”这四个字对于每一个学习中国物权法的同学都不陌生，它频频

出现在教科书、论文和课堂讲授中。根据通常的表述，物权行为理论首先被评价

为“非常复杂”。然后，物权行为被通过“萨维尼”“抽象性”“无因性”等关键

词进行介绍，并通常会提及到学者们对于物权行为“喋喋不休”的争论。然而，

虽然我多次在不同场合“邂逅”到物权行为理论，但对于“物权行为”究竟是什

么，物权行为理论的缘起与发展，我国法上究竟对于物权行为理论采取何种态度，

并没有清晰的了解。与我模糊的印象形成对比的是，物权行为理论在民法学理论

中极为重要，它牵涉甚广，不仅与民法分则中善意取得、不当得利等制度紧密相

连，也与总则中法律行为理论与制度、民事权利理论与制度等密切相关，甚至会

                                                             
①

 见中国政法大学教务处网站 http://jwc.cupl.edu.cn/organ.asp?id=1，最后访问于 2012 年 4

月 7 日；亦可参见田士永著《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以中国法和德国法中所有权变动的比较为

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封面附页《作者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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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到民法典的立法体例。同时，学界中对于我国民事立法对物权行为理论采以

及应采何种态度，争论颇多。研究物权行为理论，对中国民事立法或可有一定实

际意义。总之，物权行为是绕不过去的。既然无法绕过此问题，只能认真面对，

所以本书值得一读。 

2、本书资料的详实性—国内较难取得的一手资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研究在本质上是一种再思考，所以好的研究需要了解前

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哪些工作。换句话说，资料对学术论文的重要性堪比建筑的

地基。在挑选本篇读书报告所读的书目之时，我在看完每本书的封面之后，马上

翻到书的最后看《参考文献》部分。通过比对参考文献，我最终选定了本书。理

由如下： 

首先，本书参考引用了大量德文资料，这些德文资料在大陆较难获得。众所

周知，物权行为理论“出生”在德国。然而，对于不懂德文的我来说，对物权行

为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二手资料获得的，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缺憾。本书虽然也是

二手资料，但引用了众多德文原文资料：在本书参考的 434 篇文献中，德文资料

共 306 篇，占总参考文献的 70%①，这在大陆同类书籍中是不多见的。这或许是

由于作者于 1999 年 10 月－2001 年 8 月在德国波恩大学的学习，使得本书在德

文资料上具有优势。 

其次，该书采用资料在范围上具有多样性和经典性。从范围上看，本书所使

用的文献主要包括：罗马法原始文献及其翻译研究、中德法典、《德国民法典》

立法资料、德国法院的判例、中国和德国学者的教科书、法典注释、专著或者专

题论文等种类。而以上这些资料多经过时间检验，属于学术或司法经典，在一定

程度上保证了本书所参考资料的质量。 

最后，该书对资料的使用并非是平铺直叙的引用，而是进行了归纳总结和分

类，试图展现某一理论体系的全貌，便于读者进行立体化的比较。关于这一点，

本报告接下来将进行系统论述，此处暂不赘言。 

3、本书研究方法值得学习—严谨和体系化的写作如何可能 

正如伯恩大学罗尔夫·克努特尔教授所总结的那样，本书作者“不是局限于

一种‘平面上’上的比较，并未仅仅把德国法和中国法列出来。相反，他以专业

问题为主线，从历史渊源展开问题，分析了从罗马法中的萌芽，到 19 世纪物权

行为的创造，到中国法在很多方面以之为参照的德国民法的形成，直到今天中国

法学界正在行进的讨论。在对所有这些内容的论述中，非常明显的一项特征是，

田强调了概念清晰性的特殊价值，对从古至今丰富的文献进行了谨慎和深入的分

析利用。在法律史和比较法中，他获得了知识和经验，并凭借这些知识与经验对

理解、评价并进一步发展当代法作出了一次尝试。”②本书采用了概念分析、历史

分析和比较分析等方法，在引用大量资料的同时还可以清晰而严谨的展现出作者

                                                             
① 见田士永著《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以中国法和德国法中所有权变动的比较为中心》，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第 446-499 页。 
② 同上,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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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写作思路，非常难得，堪称模范。对于本文的研究方法，本报告将在第三

部分系统论述。 

4、本书内容可作为法律移植论的一个标本 

老实说“法律移植论”在严格意义上并不属于财产法的范畴，而属于法理学

范畴。之所以加上这个理由与我自身的兴趣有关。本科阶段我只用心读了一本书，

就是英国法哲学家 H.L.A 哈特所著的《法律的概念》，它向我展示了分析法学的

魅力，然而，英美法学界所谓的法理学与我国的法理学相去甚远。我国目前主流

的法理学可大体分成规范法理学和法社会学两大流派，但都或多或少的讨论“法

律移植论”。本书讨论的物权行为理论，可以充当法律移植的一个标本，了解该

理论在其本土是如何产生、发展、进入立法与司法实践，而中国如何对其进行继

受的。通过这样一个实例比泛泛而谈法律移植乃至中国国情要好很多。 

（四）本书写作背景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的成书时间是在《物权法》颁布之前，所以本书中很多涉

及到中国实证法态度所依据的法条与现行法有差别。 

二、基本内容 

（一）概述 

本书共分为八章，共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第一、二章，分析物权行为的概念和物权行为理论的渊源，充当

本书导论； 

第二部分为第三章至第七章，分析物权行为构成要件的问题，是本书的主体

部分：第三章对物权行为构成问题进行一般分析，第四章分析物权行为中的意思

表示问题，第五章分析物权行为公示问题，第六章分析处分权问题，第七章分析

原因问题； 

第三部分是第八章，分析中国对物权行为理论的继受问题，是本书的结尾。 

（二）物权行为概念及理论渊源 

本书第一章共五节，分别介绍了物权行为概念概说、德国当代学者见解、中

国学者见解、物权行为属加种差定义界定以及物权行为概念与法律行为概念的关

系。通过一系列的讨论，最终将物权行为界定为：“物权行为指发生物权法上法

律效果的法律行为”。① 

                                                             
① 见田士永著《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以中国法和德国法中所有权变动的比较为中心》，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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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二章共三节，第一节是概说，从王轶对罗马法的一个疑问入手，界定

了本章的讨论结构。第二、三节分别讨论了罗马法上三种所有权继受取得方式：

要式买卖、拟诉弃权及交付。物权行为理论就是从研究这三种制度的学说中发展

而来，萨维尼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他将交付转让所有权中的意思表示因素独立

出来，形成其物权契约理论。萨维尼的观点对德国后世的学说和立法起到了深远

的影响。 

（三）物权行为构成要件 

本书第三章共两节，讨论了构成要件概说和物权行为构成要件的一般理论。

正如本书第一章所指出的，物权行为是法律行为的下位概念，所以，物权行为构

成要件是法律行为构成要件在物权行为中的应用。就法律行为构成要件，作者着

重区分了成立要件和生效要件。基于此区分，在回顾并检讨了物权行为构成要件

的既有学说之后，作者得出结论：物权行为的成立要件是物权意思表示或者合意

和公示；处分权是物权行为的生效要件之一。原因是不是物权行为的生效要件取

决于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的抽象性。如果承认物权行为的抽象性，原因就不影响物

权行为的效力。 

本书第四章共两节，讨论了物权行为意思表示的构成与生效。意思表示是物

权行为的基本构成要件，影响物权行为的成立。作者指出，物权行为意思表示是

效果意思在于物权法的意思表示。物权契约需要当事人双方物权意思表示一致，

单方物权行为需要当事人单方物权意思即可。但是，物权意思表示或者合意本身

并不构成物权行为。物权意思表示或者合意生效的条件是意思表示健全且行为人

具有相应行为能力。在该物权行为存在附款的情况下，附款对于物权行为的效力

发生影响。 

本书第五章共三节，介绍了公示概说、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交付以及不动产

物权的公示方式登记。公示是物权行为的成立要件，物权行为公示是物权公示的

体现，公示具有物权转移效力、权利推定效力和善意保护效力。在此基础上，作

者又深入讨论了交付与登记各自的概念、适用范围和法律性质等问题。值得关注

的是作者提到了对交付公示功能的质疑，指出交付的公示功能实质上是占有表现

对权利状态的公示。 

本书第六章共三节，主要讨论了物权行为的处分性质、处分权以及充当处分

权替代的善意。作者从讨论处分入手：处分是直接对既存权利发生作用的一种法

律效果。发生处分效果的法律行为是处分行为，它是从处分人角度而言的单方行

为。处分行为生效需处分人有处分权，若缺乏处分权（即无权处分）会导致处分

行为效力受影响。取得当事人善意可充当处分人处分权的替代条件。在本书作者

看来，善意取得是当事人意思表示决定的发生物权法法律效果的法律事实，属于

物权行为。但是，作者驳斥了善意取得可以取代物权行为理论（尤其是物权行为

抽象原则）的观点，指出善意取得并不能取代物权行为及物权行为抽象性。 

本书第七章共四节，分别论述了物权行为中的给与、分离原则、抽象原则和

物权行为与不当得利制度的关系等重要论题。在本书全部八个章节中，本章篇幅

最大，作为读者，我在阅读这一章时最吃力。总的来说，这一章说明物权行为多

包含给与因素，原因的功能在于说明物权行为中财产变动的正当性。物权行为中

的原因有取得原因、赠与原因、清偿原因、条件原因等种类。物权行为分离原则，

强调的是物权行为与原因等其他因素相分离。物权行为抽象原则，强调的是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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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不包括原因，物权行为的效力也不受原因影响。作者检讨了中德多位学者出

于不同理由的对于抽象原则的批评，并指出这些批评有一定合理性，但整体而言，

不具有说服力。同时，作者也承认，为了解决财产变动的合理性问题，抽象物权

行为理论与不当得利制度必须结合起来：既然原因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效力，物权

变动结果就无法由其自身获得正当性说明；不当得利制度基于公平的要求（衡平

思想）对抽象物权行为造成的不公后果予以救济。 

（四）中国对物权行为理论的继受 

本书第八章讨论的是中国立法对物权行为理论继受的问题，共四节，分别为

概说、物权行为继受既有学说、对继受学说的评价以及中国立法的相关情况。与

第七章相比，第八章的篇幅极短（仅 19 页），但同样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作

者在这一章分三派观点罗列了中国民法学界对此问题的主要见解及理由，并一一

对既有学说中反对中国立法继受物权行为理论的观点进行了批驳，表明立场，并

说明了对当时民法立法的建议（本书的成书时《物权法》尚未制定）。 

三、本书主要研究方法 

（一）概述 

本书主要采用了概念分析、历史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每种方法的含义如

下： 

概念分析的方法，指作者对本书所涉及的概念，试图通过分析不同表述方式

的异同，确定其内涵和外延，从而明确其所指。同时，作者在分析过程中，努力

保持同一概念的等值性。 

历史分析的方法，指作者对本书所涉及的概念和相关制度，试图通过追本溯

源，说明某一概念或者制度在现代为何如此，从而试图不仅明确概念或者制度实

然，而且明确其所以然。 

比较分析的方法，指作者对本书所涉及的概念和制度，试图通过分析中德两

国立法、司法、学说的异同，进而明确中德学者对同一问题理解的异同并明确各

自的合理性。 

（二）概念分析—以物权行为概念论为例 

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作者就指出了明确概念的重要性：“拉伦茨将概念作

为体系的‘基石’，说明了概念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抽象程度不同的概念构成

法律体系。没有清晰的法律概念，就没有清晰的法律体系，也不能进行清晰的法

律思维。此外，概念还有承认、共识和储藏价值，减轻思维工作的负担等作用。

对于物权行为的概念，同样应予明确，否则，研究对象不明确，相应的讨论就不

能顺利进行„„”①因此，作者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明确物权行为的概念。 

                                                             
①见田士永著《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以中国法和德国法中所有权变动的比较为中心》，中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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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作者指出物权行为在德国法和中国法上均没有对物权行为概念的明确

定义，所以本书中的有关概念均为纯学理解释。 

其次，作者列举了弗鲁沫、拉伦茨/沃尔夫、施瓦伯/普律廷、魏灵、姚尔尼

希等人对物权行为的表述方式，进行比较后指出：德国学者在近期对物权行为概

念的简介趋于一致，认为物权行为是发生物权法上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作者同

时还关注了德国学者在教科书中论及物权行为的位置—多为民法总论的法律行

为分类之中。据此，作者推断出德国学者的一种体系观：物权行为属于法律行为

的一种。 

再次，作者列举了中国学者对物权行为概念的分析。与平铺列举德国学者表

述的方式不同，作者对于中国学者的表述进行了分类，按效果说、目的说、要件

说、内容说四种观点分别介绍。在体系上，中国学者有些在民法总论教科书中分

析物权行为的概念，有些在物权法论文或教科书中进行。 

接下来，作者提出了自己对物权行为概念的定义方式：属加种差定义法，并

指出此种定式的优点在于“可以将某一概念置于某个完整体系中，明确此概念与

彼概念间的关系”①。物权行为是法律行为的下位概念，法律行为就是物权行为

之“属”，物权法效果是物权行为与法律行为的“种差”。对于属加种差定义法，

哈特在《法律的概念》一书中也有评价，但指出该定义法的重大困难在于属的界

定②。于是，对于物权行为采此种属加种差定义法，作者必须要解决法律行为的

定义问题。 

最后，作者直面了法律行为的定义问题，当然是以物权行为与法律行为概念

的关系为侧重点来论述的。作者从发生角度和民法学逻辑体系角度进行了分析，

考察了词语对应的问题、德文文献中法律行为概念的沿革与物权行为与法律行为

的逻辑关系。 

综上，作者此处为了明确物权行为的概念，查阅了大量中德文献，在关注其

表述方式的同时亦关注体系问题，并且注重概念间的区分与逻辑关系。这些努力

保证了物权行为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明确，使其确有所指。同时，作者在分析过程

中，努力保持同一概念的等值性，这让本文的讨论建立在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基础

上。 

（三）历史分析—以物权行为渊源论为例 

悠久的学术传统使民法蕴涵了逻辑和人文之美。前人的学术成果为后世提供

了绝佳的资源，所以历史分析非常必要。 

在本书第二章，作者论述了法律行为渊源论。我个人觉得这一章是最见作者

功力的一章。从罗马法到萨维尼再到《德国民法典》乃至中国《民法通则》《合

同法》，作者带我们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程：从“耐克逊”③到要式买卖，再到萨

维尼“交付是一项真正的契约”的观点，最后到后萨维尼时代法学家的争论与现

行法，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诸位优秀的民法学家精神成果，既博大浩瀚而
                                                                                                                                                                               

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第 4 页。 
①同上，第 16 页。 
②见【英】H.L.A 哈特著，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的概念（第二版）》，法律出版社 2006 年

版，第 15 页。 
③见田士永著《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以中国法和德国法中所有权变动的比较为中心》，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第 35 页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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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精致深邃，充满着思辨的光芒。 

首先，作者引入了王轶先生的一个疑问：“萨维尼在对于古代罗马法上转移

所有权的交付制度的研究中，是发现了物权行为，抑或是揭示出了物权行为？”
①作者认为分析王轶先生的这个疑问的目的是为“了分析包括萨维尼在内的后世

法学家提出物权行为概念的知识渊源。„„结合知识渊源，结合原始文献的语境

分析分析各论断的具体含义就显得十分重要。”②作者在此部分引用的原始文献主

要是盖尤斯《法学阶梯》及优士丁尼《民法大全》（尤其是其中“法学阶梯”和

“学说汇篡”部分）。 

其次，作者采用了学界对于罗马中所有权取得的原始方式和继受取得的区

分，并分别分析了继受取得的三种方式，指出要式买卖与拟诉弃权均具有抽象性，

但对于交付，情况则相对复杂。因此，作者对于罗马法中的交付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在考察罗马法原始文献的基础上，作者指出交付在罗马法时代适用于标的物

为有体物的情形，且交付人须为所有权人（可以通过代理人进行），其表现形式

为占有转移。作者将罗马法时代的交付与现代法的交付进行了对比，详细分析了

二者的不同。 

最后，作者分析了交付的意思表示与原因两个重大问题。前者，关于交付转

移所有权是否需要所有权合意，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两派观点。就肯定说而言，

萨维尼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学者。在萨维尼之前，布特里加里乌斯、巴尔杜尔

及胡果等法学家的研究中已经承认交付转移所有权须有交付转移所有权的合意。

萨维尼在胡果理论基础上发展了抽象物权行为理论，并提出交付是一项真正的契

约。后萨维尼时代的普赫塔、温特沙伊德、戴恩伯格等学说汇篡法学家亦持肯定

说。虽然从人数上肯定说略占主流地位，但从原始文献到近现代卡泽、洪泽尔等

法学家，均对肯定说持否定态度。后者，关于交付转移所有权是否需要正当原因，

亦存在抽象说与肯定说两派之争。作者指出，后世学者出现这两派观点的对立与

原始文献中的矛盾有关：在原始文献中，存在盖尤斯论述的内在矛盾、优士丁尼

《学说汇篡》中尤里安与保罗及乌尔比安的矛盾。对此，作者分析了原始文献作

者的生活时代与写作风格，试图为以上矛盾提出解释。后世学者中，前萨维尼学

者多坚持要因说，萨维尼及之后学者则逐渐采抽象说，并最终进入了《德国民法

典》。 

（四）比较分析—以物权行为抽象原则为例 

本书副标题为“以中国法和德国法中所有权变动的比较为中心”，所以本书

必然在很多地方涉及中德立法的比较，本书第七章第三节中中德对物权行为抽象

原则的态度分析是比较分析方法的典例。 

首先，作者对比分析的对象是中德的两国的法学学说、立法文件和成文法。

具体包括中德两国学者见解、《德国民法典立法理由书》等德国民法典立法文件、

中国旧民法（台湾民法）、中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等。 

其次，作者通过分析《德国民法典立法理由书》和德国学者观点，指出抽象

性不违反公平，抽象原则发挥着贯彻私法自治、符合五编制法典编纂技术要求、

                                                             
①见田士永著《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以中国法和德国法中所有权变动的比较为中心》，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第 30 页。 
② 同上，第 34-35 页。 



9 
 

交易安全保护等功能。 

最后，作者讨论了中国立法中是否承认了物权行为抽象原则，主要针对的是

《民法通则》第 72 条第 2 款以及《合同法》第 133 条。由于对这两条文是否承

认了物权行为抽象原则，学界存在诸多争论，作者分三派观点（否定说、肯定说、

折衷说）介绍了学者的观点，向读者展示了中国法学界对此问题的理解。 

四、本书的几个重要观点 

虽然本书的论域局限于物权行为理论（且以德国法和中国法中所有权变动问

题的比较为研究核心），但本书依然算的上是一本宏大的作品，因为它占据了丰

富的资料并讨论了众多的主题。因为我是一个不能阅读德文的读者，无法对本书

中所引资料的准确性做出评价，所以仅能对本文的部分观点做出评论。以下是本

书引起我兴趣的重要观点。值得说明的是，它们并非本书重要观点的全部。 

（一）物权行为独立原则的必要性 

在阅读这本书之前，我的内心一直有一个模糊的问题：物权行为究竟存不存

在？准确的说，这个问题可以拆分为以下三个问题：1、物权行为是什么？2、什

么时候可以说一个行为是物权行为？3、即使我们在理论上可以创造出物权行为

的概念，将物权行为独立的意义为何？这三个问题在本书的阅读中获得了解答。 

首先，本书第一章解答了“物权行为是什么”：物权行为是指发生物权法上

的法律效果的法律行为。对于此概念的界定过程，本报告已于第三部分第二节进

行了详细阐释。由于作者的论证过程十分精确且逻辑严密，我接受本书的结论。 

其次，“什么时候可以说一个行为是物权行为”的含义其实是物权行为的成

立要件为何。本书第三、四、五章对此问题进行了回答。根据作者的观点，物权

行为的成立要件有二：物权意思表示或者合意和公示。物权行为意思表示是效果

意思在于物权法的意思表示。物权契约需要当事人双方物权意思表示一致，单方

物权行为需要当事人单方物权意思即可。但是，物权意思表示或者合意本身并不

构成物权行为。公示是物权行为的另一个成立要件，物权行为公示是物权公示的

体现，公示具有物权转移效力、权利推定效力和善意保护效力。据此，当一个法

律行为的意思表示是物权意思表示且进行公示之时，这个法律行为就是物权行

为。对于此结论，我亦表示赞同。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物权行为独立存在的意义。因为学者完全可以

想象出一个意念中的概念，然后用尽各种方法把这个概念雕琢的极端精致，但如

果这个概念除了锻炼人类思维之外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那这个概念也不能被人

们所接受。法学概念尤其如此。物权行为是不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很精致但并无实

益的概念呢？作者在本书的第七章第二节分离原则部分指出，物权行为独立存在

（分离原则的含义之一）的意义在于私法自治。具体来说，物权行为有独立的物

权意思表示，其独立存在体现法律行为理论的要求，而法律行为体现了私法自治；

物权行为独立存在使物权法与债权法的区分成为可能，是法技术的要求。在德国

法上，物权行为独立存在创造了法律效果区分的可能性，并且完善了法律行为理

论。对此结论，我略有不同看法。理由在于作者的论证理由并不十分充分：虽然

私法自治是民法之根基，但有过于宽泛之嫌，仅以其就支撑起物权行为独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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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性，略微单薄（因为作者至少没有证明，物权行为是此时实现私法自治的

唯一方法。在法国等不承认物权行为抽象性原则的立法例中，私法自治的贯彻可

能是通过其他相关制度解决的）；五编制也并非是民法典立法的唯一选择，从时

间上说，正是由于物权行为理论的出现才导致《德国民法典》采五编制，而作者

现在用五编制来证成物权行为独立存在的合理性，逻辑上存在瑕疵。我觉得，作

者的观点仅仅能证明，在德国，物权行为独立存在具有合理性和实际意义，但这

并不能说明将物权行为独立出来是唯一且最好的方式。也就是说，德国的实践可

能仅仅是一个个例，并不具有普世的借鉴意义。 

（二）为物权行为抽象原则辩护 

在阅读本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可能不太准确的感觉：虽然作者在本书中尽可

能的搜集到了立场不同的资料，并试图将对立的观点较为客观的呈现给读者，但

作者（支持物权行为理论）的倾向性比较明显。如果我这个感觉是准确的，也不

是本书的一个缺点，因为著述本来就是要体现作者的原创性的。在本书第七章第

三节和第八章第三节，作者表明了对物权行为抽象原则支持的立场，并面对众多

反对观点对抽象原则进行了辩护。 

首先，作者从正面指出抽象原则的三个功能与意义：贯彻私法自治原则、体

现五编制法典编纂技术的要求、促进交易安全的保护。对于前两个理由，我的态

度与上一部分保持一致，在此不赘言；对于交易安全的保护，我认为需要探讨的

是“交易安全”的具体含义如何。在本书中，作者提供了德国学者萨维尼、耶林

及中国学者周昊的简介，并且深入探讨了交易安全的概念，对此，我表示赞同。 

其次，作者从反面批驳了对抽象原则的重要批评。例如对于生造和难以理解

的批评，作者指出法律和生活不是生活本身，物权行为抽象性是专业性的要求等。

对于这些反驳理由，我虽然可以接受，但并不信服：虽然法律不可能是对生活完

全的翻版，但刻意拉大法律与生活的距离亦不可取。用此理由虽然可以证明用生

造和难以理解攻击抽象原则站不住脚，但却无法充分证明抽象原则有合理性。同

时，作者在第七章第四节介绍了不当得利制度，指出在德国法上，不当得利制度

可以弥补抽象原则造成的不利益。 

最后，作者较为含蓄的表明希望将中国现行法解释为承认了物权行为的抽象

原则。其理由主要为物权行为抽象性具有理论简洁性和清晰性。 

（三）物权行为与善意取得制度 

这个问题并没有像前面两个问题那样重要，但由于我在财产法课堂上参与了

第一小组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报告，所以本书第六章关于善意取得的论述自然会

引起我的兴趣。 

首先，作者认为德国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也适用于不动产（作者同时指出，

孙宪忠、史尚宽等学者持不同观点）。这与我们小组当时得出的结论不同。对此，

我进行了反思，发现虽然当时我们小组的论证不够严密，但依旧倾向于认定在德

国法上善意取得仅适用于动产。理由主要是《德国民法典》第 891、892、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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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932 条的规定。①通过阅读第 892 条，其规定立足于土地登记簿的公信力，

根据该规定，土地登记簿出现错误而发生了与善意受让人的交易之时，拟制土地

登记簿之正确性和完整性。那么此时通过法律拟制，出让人本身就权利人，其出

让行为是有权处分，并不符合善意取得的前提条件。同时，从严格的体系解释来

看，《德国民法典》正面规定善意取得制度是在第三编第三章第三节《动产所有

权的取得与丧失》中规定的。当然，作者的解释同样可以让我接受，这提醒了我

法学非是只存在唯一正解的自然科学。不同的观点可能各占一定的合理性，绝对

的唯一正解并不存在。 

其次，我赞同作者对于善意取得与物权行为（抽象性）关系的判断。善意取

得和物权行为的确是两个不同的制度：善意取得制度解决的是从无权利人出取得

权利的问题，而物权行为理论解决的是物权移转的效力是否受原因行为的影响，

两个制度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当然，如果采用物权行为理论，那么适用善

意取得的机会会大大降低。采用有因行为的时候，就会有更多场合适用善意取得。 

 五、主要阅读心得 

（一）学术传统的重要性 

这篇报告的主标题是“民法之美”，虽然阅读这本书和写作这篇报告的过程

并没有多么美。这本书理论性很强，资料繁多，读来并不轻松。但即便如此，在

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是收获了一种感动：来自于坚守和传承学术传统的感动。

我热爱民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法拥有源于罗马法的悠久的学术传统。在本书

中，对于要式买卖、拟诉弃权等的分析揭示了物权行为的源头；对诸位学者的论

述的查阅和分析体现了对前人学术成果的尊重。更重要的是，作者在本书中体现

了一种对于概念清晰性的执意追求。在我看来，概念是学术传统存在的基础，是

最简单的深刻。 

对学术传统的坚守是本文的讨论站到了一个相当高的起点之上，并且言之有

物。 

（二）民法的体系性 

民法之博大精深还体现在民法的体系性之中。以本书主题为例，物权行为理

论不仅与民法分则中善意取得、不当得利等制度紧密相连，也与总则中法律行为

理论与制度、民事权利理论与制度等密切相关，甚至会影响到民法典的立法体例。

民法的体系性决定了其中任何一个制度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不能将其割裂来

看。这也启示我国在立法过程中不能将他国的制度孤立的“拿来”，而必须了解

该制度的配套制度。 

                                                             
① 见陈卫佐著《德国民法典（第三版）》，法律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323 至 3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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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私法自治如何贯穿民法 

 在我学习民法的第一天，老师就告诉我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石，犹如罪刑法

定是刑法之基石。在本书中，我了解到了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如何贯彻私法自治

理念的：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故而法律行为乃私法自治之工具。为了更

好的贯彻私法自治，德国法学家不断完善法律行为理论，提出并完善了物权行为

理论，使法律行为制度日趋精巧和严谨。这一点可能与财产法无关，但对我的触

动是很大的。在中国这样一个逐步迈入法治社会的国家中，如何对待法治、人权

等理念理应被法科学生所关注。德国人处理私法自治理念的做法告诉我，如果理

念只是停留在意识层面的、大而空的口号，其作用将是很有限的。而如果我们沉

下心来把理念细化到规则之中，效果可能就不同了。相比起慷慨激昂的演说，细

致而无声的工作并不一定逊色。 

 六、关于论文写作—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论文 

本书是从一篇博士论文改编而来，对我的论文写作有如下启发： 

（一）何为我理解的“好”论文 

 概念清晰、逻辑严密、体系完整 

（二）关于资料 

本书的亮点之一在于参引了大量资料。当然，由于我不具有阅读德文的能力，

对于本书中资料引用的准确与否无法检验，这是一个缺憾。通过阅读本书，我认

为对我今后写论文时处理资料的启示为：作为论文写作的基础，资料的好坏、多

寡、新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篇论文的讨论基调。因此，如果想写作一篇成功

的学术论文，需要提高自己收集资料的能力、阅读资料的能力（尤其是阅读外文

资料所需要的语言能力）、甄别资料的能力以及对资料归纳分类的能力。 

（三）论文结构 

首先，本书的内容框架可充当论文合理构架的典范。本书共八章，相继探讨

了物权行为概念论、渊源论、构成要件论和继受论。虽然本文讨论的问题繁多，

但由于四部分内容的逻辑关系清晰且详略得当，使本文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是驾

驭宏大议题的典例。 

其次，本书有效采用了总分总结构，使论述主线突出，防止作者的观点湮没

在丰富的所引资料中。以本书第二章为例，作者在第一节明确了“本章研究结构”，

接下来分类讨论，再在每个讨论之后做出小结或结论，使本文更加清晰，也减少

了读者阅读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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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何有效驳论 

我认为本书论述过程中的亮点在于驳论，尤其是面对众多理由不一的观点时

的驳论，以本书第八章为典例。 

首先，需要善于归纳总结批驳对象的立场和理由。在中国学界，对物权行为

理论见解不一，如果作者对每一个学者的观点都单独评述，将非常费时且使文章

变的杂乱。所以本书以肯定说、否定说、折衷说三种主要分类总结了不同学者的

观点，并且提炼了不同理由。这种方法保证了驳论对象的清晰。 

其次，驳论需要找到对方的论证逻辑中的弱点，再加上驳论者自己的理由。

以对“生造和难以理解”的批驳为例，作者首先找到对方逻辑中的弱点，即法律

和法学不是生活本身，再加上自己所持的专业性要求等理由。这种方式使得观点

的交锋更加有效，避免各说各话的情况。 

最后，驳论时要坚持审慎、谦逊的态度。驳论不等于一竿子打死，应该看到

对方理论的合理之处，驳论的目的在于通过发现对方的缺陷来建立一个相对完善

的理论，所以对他人观点中的闪光点要注意吸收。 

七、本书存在不足 

总体来说，本书书卷气过浓，地气不足。 

（一）资料上司法资料欠缺 

虽然本文的资料是一大亮点，但也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在理论、立法、司

法三种资料种类中，司法资料处于绝对弱势地位，其重要表现是本书中没有提到

一个中国的司法案例。这当然可能是作者时间精力等限制原因引起的，但是在客

观上确实使本文有过分“务虚”之嫌。 

（二）理论预设 

通读本书，我认为作者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预设：中国民事立法应吸收德国民

法的学术思想资源。但此理论预设并非无懈可击。 

一方面，中国吸收德国民法学术思想资源的效果并非一定是正面的。它可能

为中国民法立法注入了鲜活的血液，也有可能仅仅提供了一个标签却无实益，反

而浪费大量研究资源。理论的完美不代表实践的优越，中国民事立法、司法实践

与德国民法学术资源之间，有多大的契合度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另一方面，作者在本书中对德国民法学术思想的土壤关注度不够。罗尔夫·克

努特尔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提到：“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民法典》的草案制定时

非常注重该模式直接促进土地转让、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显著经济意义。”
①说明物权行为理论的兴起与发展与当时德国的社会经济有关。换言之，学术思

                                                             
①

 见田士永著《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以中国法和德国法中所有权变动的比较为中心》，中国

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12 月第一版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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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是有土壤的。在本书中，作者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学术思想本身，但欠缺对其土

壤的关注。这可能导致对德国学术思想本身的理解不准确和完整，那么要中国民

事立法吸收这些学术思想，显然存在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