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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法读书报告 

一、 概述 

1. 书籍概况： 

1.1 《美国财产法》 

作者：李进之，王久华，李克宁，蒋丹宁 

出版情况：法律出版社，1999 年版，美国法丛书之一，李亚虹主编 

1.2 《论英美财产法中的产权概念及其制度功能》 

作者：冉昊 

载于法律科学，2006 年第 5 期 

1.3 《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 

作者：张鹏 

载于法学，2003 年第 10 期 

 

2. 择书理由： 

之所以选择美国财产法，是因为我感到自己这方面知识最薄弱，之前几乎全

无了解。我想尽管我们的物权法主要讨论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但物权法作为民

法最基本的部分之一，也影响着诸多相关法律。而我国的法律体系并非全部移植

于大陆，如《破产法》我本人感觉移植了很多美国法的规范。英美法系在中国的

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了解一下英美法中的基础性法律，财产法。 

之所以选择一本概要性的读物，而非某一领域的学术专著，是考虑到我目前

基础尚薄弱，更希望能对美国财产法基本制度有个概要性的了解，而非就某一个

具体的问题，钻研得很透彻。作为一个刑法学研究生，我想通识性的介绍性书籍

更适合我。 

之所以选择这本书，是因为我喜欢他的风格。本书作者都是在美国工作和学

习的人士，而非国内的学者。他们写作的这本书，直接从美国财产法的角度出发，

而没有从比较法的角度或者用大陆法系理论去套。他的行文简洁，通俗易懂。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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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 59 个通过真实案例改编的案例，而我认为阅读案例和判决才能真正理解

英美法的逻辑。 

带着阅读后的疑问，我又查找了几篇相关论文。 

 

二、 内容概要 

1. 概论 

1.1 谁拥有黑土地——财产法涉及的范围 

英文“property”中文翻译为“财产”。这个翻译与英美国家普通人理解一致。既

包括某个具体的物，也包括某种无形的有价值的标的物，如有价证券、股票等。

同时，美国财产法里，property 一次指的是与物相关连的人们之间的一种法律关

系。【书中没有强调物或者财产的内涵，外延。可能是英美法对此不教条？括号

记录了我的疑惑或偶感，下同】 

财产权与物权区别：大陆法物权强调绝对性，而英美法财产权很多都是相对

的权利【本书后文还介绍了很多通常国内教材放在合同法、行政法领域的制度，

可不可以说英美法“法律部门”的划分，很模糊，更多的是参照生活经验，而不是

调整对象。】 

 

1.2 科恩的财产宣言——财产权、私有制和国家 

Felix Cohen 在 1954 年给财产权定义： 

财产权只能由下列的标记所鉴明。对世上其他任何人：除非经我的许可，远

离我的财产；对这种许可我既可以授予也可以保留。 

签名：私人。 

背书：国家。 

第一段前半句说明财产权尽管不同于大陆法系物权的绝对性，但“在排他性

上与大陆法系的概念是一致的”【此处大陆法系物权绝对性与排他性关系？】 

私人（private citizen）强调私有制。有趣的是，私有财产权在美国也不是神

圣不可动摇的，霍姆斯也曾说过：“如果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无产阶级专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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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最终被社会支配力量所接受，言论自由唯一的意义就是给于他们机会让她们

去实践之”。Gitlow V. New York, 268 U.S.652(1925) 

背书：国家（endorsement: state）则表示国家对私有财产权的认可和保护。【这

可能也是把政府的征收、限制等问题放在财产法中讨论的原因。】 

 

1.3 阿莫里对拾到的宝石有财产权吗？——美国财产权的内涵 

大陆法强调财产权的绝对性。所谓绝对性指的是对财产的占有、适用、收益

和出分完整地结合为一体，也表现为一物只有一个完整的所有权。【绝对性是这

意思？大陆法系强调绝对性？】 

所有权这个词经常出现。耶鲁大学霍弗尔德（Wesley Hofeld）将财产权氛围

四大对称法律关系：权利和义务（right and duty），特权和无权（privilege and 

absence of right），豁免和无能，权力和责任（power and liability）。 

权利：一个人要求他人为或不为的法律诉求（claim）。 

特权：一个人不受他人约束的行为或不行为的法律自由。 

权力：一个人通过行为或不行为来改变一种法律关系的能力。 

豁免：一个人当因他人的行为或不行为而改变了法律关系时享有的自由。 

所有权资格“title”的问题：财产权的所有权通常不完整，有时间地点当地法

律等限制，但总得有个相对的所有人，title 就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区别于完全的

所有权（ownership）。本书后文也称 title 为所有权。Lawson 对所有权资格下的

定义：所有权资格是一个简称，用来界定一种事实，该种事实能够使原告回复一

种对物的占有权，或使被告获得此种占有权。所有权资格经常针对某具体的人而

言，很少针对其他的任何人。 

占有，通常指某人对物有意识的控制，是一种重要权利，有时可以转化成所

有权，如时效占有。占有分为实际占有和推定占有。【没有讨论占有的性质、它

和所有权的关系等问题。本书很少讨论“性质”，不知是本书特色还是英美法特色。】 

 

1.4 财产权的取得 

原始取得问题，动产生产或者属于野生物、失物、他人的物的取得，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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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不动产，从历史上看，国家取得，然后分给个人。所以，美国土地所有权

有个所有权的链锁（chain of title），在美国交易不动产要查询这个链锁，它可以

一直追溯到美国州政府原始授予土地时。【哇！】 

 

1.5 动产和不动产 

动产和不动产是大陆法的概念。动产的英文是 personal property，不动产对应

real property。早起英国普通法有一种“真实的诉讼（real action）”，处理土地被

他人不当占有的案子。在这种诉讼中，土地可以返还给合法的所有人。另外还有

一种“个人诉讼（personal action）”，处理土地以外的物的纠纷，在这种诉讼中，

所有人只能请求金钱赔偿，不能请求返还原物。这种诉讼程序的划分导致了今天

财产的划分。 

 

1.6 法律权利和衡平权利 

美国财产法的法律规范来自三大法律渊源：普通法（common law）、成文法

（statute）和衡平法（equity）。 

英国成文法在今天美国仍有重要地位的是 1677 年《防止欺诈法》（Statute of 

Frauds）。主要内容之合同和土地转让都应写成文书，没有文书的合同转让，法

院不予执行。美国今天很多州和《统一商法典》都继受该法律。立据为凭。 

 

1.7 英美土地制度发展 

美国财产所有权的分割性和利益的多样性来源于英国封建土地制度。 

英国的土地租佃制度： 

1066 年诺曼人入侵英国。诺曼人的占领使得土地制度发生根本变化。 

封建制度（feudalism），既是国家制度又是土地财产权制度。封建（feudal）

一词原意是国王下的臣民对国王所分封土地的占有，后来演变成今天土地所有权

（fee）概念。威廉将撒克逊人土地收归己有，分给大贵族（tenants in chief），大

贵族分给小贵族（mesne），小贵族再分给其他臣民。最后的土地占有者向贵族提

供农业服务或者租税。分封土地制度特点是：每一块土地上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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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对该土地有不同的利益，除了国王以外，每个人对该土地都不具有完全所有

权。（实际上国王也没有完全所有权，因为他不占有土地）。 

这里的分封不是所有权授予，而更像中国古代的租佃性质。 

开始时候，这种土地是终身占有。占有者死亡后，占有关系结束。11 世纪末，

“佃农”土地可以长子继承。后来贵族们分封时直接加上一句话：“授予 A 和他的

继承人”。这样，原来的佃农有了土地所有权的权利（fee）。1290 年，可以继承

的土地，又能转让。 

佃户的占有权变成所有权的两大障碍：向贵族交租金和贵族们向国王提供骑

士的义务都在 17 世纪消亡。1660 年土地占有法，英国废除骑士的军事土地占有

制和大贵族的土地占有制度。所有佃户都直接在国王名义之下。 

美国早期土地租佃制度： 

殖民地时期的早期移民者占有的土地名义上是英国国王授予，但实际上有绝

对的所有权（in fee simple）。独立后，13 个州取代了原来国王的地位，名义上继

承租佃制度。其他的州废除封建土地租佃制。所以，封建土地租佃制度在美国几

乎没存在过。但是，美国继承了英国土地分封制度所带来的土地所有权可分割的

法律传统，即一块土地可分为现在利益和未来利益，并可由不同的人来分享。 

 

2. 动产——（一）占有 

本章从动产概念的开始，引申到动产的取得、动产占有权的类别、相反（时

效）占有以及委托占有等既是动产也是财产法的基本问题。 

 

2.1 动产的概念及分类 

英文动产一般用两个词表示：personal property 和 chattel。早期 chattel 用的

多，近代 personal property 用得更广泛。 

动产通常分为两类：有形动产（ tangible personal property）和无形动产

（intangible personal property）。Personal property 包含了有形动产和无形动产两

类，而 chattel 主要用于表述有形动产。银行存款、证券等已经占有很重要地位，

所以 personal property 应用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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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动产占有权（Possession） 

因为动产所有权一般以占有为证明，占有便成为动产法律中重要问题。【与

我们的教科书不同，我们直接讨论所有权，而不是占有。但似乎本书或英美法也

注意到占有的状态或权利与所有权是有区别的，但这不妨碍占有的重要地位】 

possession 的概念也不清晰，可以是行为，也可以是权利，甚至指所有权。

占有包括的内容：1）原始占有：a.野生动物的占有（wild animals）；b.优先占有

（first possession）；c.政府优先占有；2）发现者占有权（finders of lost articles）；

3）相反（时效）占有（adverse possession）；4）委托（合约）占有（bailment）。 

 

2.3 对野生动物的原始取得 

早期美国不成文法认为野生动物并非任何人私有财产，每个人都有权利获得。

野生动物在法律上属于最先占有和控制的人。法院逐渐发展出一些具体规则：追

逐中的野生动物仍属自然状态、土地所有者优先占有权及其例外等等。 

但时至今日，出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发展出政府优先占有权，来限制猎

取野生动物。 

 

2.4 无主物的占有 

失物产生的财产纠纷，分为四类：丢失（lost）；错放（mislaid）；放弃（abandoned）；

无主财宝（treasure trove） 

丢失和错放财物所有权仍属于财物的原主人。但除了真正物主之外，发现丢

失财物者或错放财物处的主人，对财物的占有权优先于其他任何人。 

放弃的财产可归对其提出权利要求而客观上又首先实际占有者所有。【中国

与美国不同】。对于发现者，需要具备：a.发现者必须对所发现财物有主管占有

意图；b.客观上表现出对财物的实际控制。 

 

2.5 时效占有（adverse possession） 

各州对时效规定不同，注意：一州的法律时效在另一州无效，但在一州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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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而取得的所有权，在另一州会得到尊重。 

条件：1）实际占有该项财产，且这种占有是公开的、众所周知和可见的；2）

占有是非友善的，即未经财产所有人同意；3）占优势持续的；4）占有所持续的

时间已达到法律所规定的时效。 

 

2.6 委托占有 

非财产所有者受所有者之托实行的合法占有。 

一旦形成委托占有，占有人对财产是有保管和控制的责任的。所以在财产损

害的纠纷中，也经常考察是否产生了委托占有的法律关系。【这一点在我们的物

权教材中讨论也不多，更像是在合同法中讨论的问题】 

 

3. 动产——（二）赠与及其他 

3.1 动产的赠与 

赠与指某人自愿将其财产转让给另一个人，并不附加任何条件和补偿。 

赠与有效要素：1）正式移交或交付所赠与的财产；2）赠与人的主观意愿；

3）必须被接受。其中交付可以是象征性的，而受赠人的接受可以使推断的。 

生前赠与是可撤销的，临终赠与是不可撤销的。【在中国这是合同法问题？】 

 

3.2 共同账户 

共同账户四种类型： 

1） 死后支付账户（payable on death）：甲作为存款人，在开设账户时，除签

署自己的名字外，加上了乙的名字，甲有权在开设账户后的任何时候取

款，如果甲死后该账户仍有余款，则余款归乙所有。这为遗嘱继承的安

全提供了方便。 

2） 托藤信托（totten trust）：甲作为乙的受托管理人的名义开设账户，甲为

乙的利益考虑将钱存入信托公司或银行，甲有权取出其所存的全部款额。

乙在甲死亡之后，有权获得账户中的全部款额。 

3） 授权账户（power of attorney）：甲以自己名字将钱存入银行，甲授予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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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该账户中存款的权利，乙的这种权利终止于甲的死亡或甲对乙的权

利的取消。但银行需要知道甲的死亡，这过程中有风险。 

4） 联合账户 

联合所有权账户 

联合与生者继承账户 

 

3.3 添附和混合 

原则上归原财产所有人，最终价值大小决定物的归属，与我国规定基本相同。

同时考虑添附案件中误用他人原材料和故意侵用的不同法律效果。【中国关于此

类问题的理论和规定待查明】 

 

3.4 不动产的附属物 

不动产上的动产与不动产结合的问题，似是添附问题的具体化，判例发展出

比较细致的认定标准。 

 

4. 土地权益及其共有关系 

土地权益（estate）按占有的时间先后分为现在的权益和未来的权益，按权益

所有人的多寡，形成了财产的共有关系。 

英国土地租佃制度就存在现在的土地权益和将来的土地权益的划分。佃户只

有终身的土地适用权，而国王和贵族享有回收权。 

 

4.1 依据时间划分，土地权益的分类可总结为： 

现实的土

地权益 

完 全 所 有 权 (fee 

simple absolute) 

1660 年土地自由流转之后，领主将土地授予“甲

及其继承人”就意味着甲拥有了完全所有权，这

在英国法律史上是个里程碑。 

限制性继承所有 该种所有权人不能将土地任意转让，而只能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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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fee tail) 符合条件的继承人。防止家族出现败家子的法律

创设，但会引发很多矛盾，极少州现在仍承认限

制性继承所有权。 

终 身 所 有 权 (life 

estates) 

终身对某财产拥有享用权。分为四种类型。 

条 件 的 所 有 权

(defeasible estates) 

土地完全所有权人在转让任何财产时，都有权规

定一些合理的条件。一旦这些条件被违反，则原

始受让人的财产权便会终止或变更。其中最常见

的是有条件的完全所有权 fee simple defeasible，

其又分为自动终止性完全所有权 fee simple 

determinable 和受未来条件支配的完全所有权

fee simple subject to condition subsequent，其区别

是违反约定后权利自动终止还是需要原转让人

剥夺其权利。 

未来利益

（ future 

interest） 

回收权 

原所有权人将某地转让给甲终身享有，甲死后该

地便会复归原所有人。 

继受权 待先行占有的所有权终止后取得财产的权力 

取代权 

取代先行占有的所有权的权利，一般是约定产生

的，如“原所有人将黑土地转让给甲，但若乙从

战争中生还，甲的利益将会被乙取代”，若乙生

还，则甲的利益被乙取代 

【所有权的限制、理由都很复杂，如何能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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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也是在这种所有权制度背景下产生的。信托财产的双重所有权，普通法

所有权归受托人，而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归与受益人。 

从历史来看，16 世纪末到 17 世纪初，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商人阶层也积累

大量财富。为了防止财产从家族中流出，律师们设计出繁杂的转让条款，限制财

产的自由转让。但法官为了能保证财产自由转让，发展出限制未来利益的规则：

“雪莱案规则”和“21 年规则”。 

雪莱案规则：在一定条件下将条件继受权与终身土地利益合并为完全所有权。 

21 年规则：在土地转让产生时，任一权益相关的人（如终身土地权益人）死

后 21 年之内，原转让书所设定的未来利益仍未变成占有权或既定的继受权，则

该未来利益便无效。21 年规则也被认为是法官与律师们斗法的终极产物。 

 

4.2 共有财产 

共有财产权五种类型：共同继承所有（coparceny），合伙所有（partnership），

共同占有（tenant in common），联合占有（joint tenant），整体共有（tenant by the 

entirety）。财产法关注后三种。 

共同占有：类似我国的按份占有。 

联合占有：占有人之间有所谓的生存享有权（survivorship），即如果任何一

方死去，则共有财产归另一方。联合占有须符合四个一致原则，才能生效：所有

权资格一致、时间一致、利益一致、所有的联合占有者都必须占有财产的全部。

如果任意一项不符合，则打破联合占有，转为共同占有。 

整体占有：只存在于夫妻之间。 

城市住房问题：公寓所有制（condominium）类似于我们的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合作制住房（cooperative, co-op），每一个住户不是单元的所有人，公寓楼归

公寓公司所有，每一个住户是公司的股东，享有公司的股份。 

 

5. 不动产的租赁 

5.1 租赁关系 

美国财产法的占有有两大类：因所有权的占有被称为自由占有（freeh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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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租赁而产生的占有即租赁占有（leasehold）。租赁占有在美国财产法中具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租赁问题在我国好像更多是合同法讨论的问题。】 

租赁关系源于英国土地分封租佃制度，虽然封建土地租佃关系在美国不存在，

但是词汇仍流传下来（landlord-tenant）。 

房地产的租赁关系有四个要素：1）承租人的占有权益，2）出租人的回收权

利，3）承租人对房地产的绝对占有和排他的控制，4）一般来讲，双方之间订立

的合同。其中，第三项是最为实质性的要素，不是绝对的占有和排他的控制就不

能认为是租赁关系，比如旅馆客人预订的房间、工作人员的住房、戏院里的作为

或者通行权。 

 

5.2 租赁关系的产生 

5.2.1 租赁合同 

5.2.2 定期租赁（tenancy for years） 

5.2.3 不定期租赁（tenancy from period to period） 

与定期租赁不同的是没有约定终止时间，但会有一个时间单位，比如一年一

年的租。终止的时间以收到终止租赁的通知为准。终止的通知应当在一个合理的

期限内送达。如果以年为时间段，超期一个月，也要多付一年租金。 

 

5.2.4 任意租赁（tenancy at will） 

与不定期租赁的不同就是双方都可以按其意愿在任何时间停止租赁关系。 

 

5.3 承租人的权利 

承租人权利在传统普通法中规定很少，因为当时土地租赁多为长期租赁，农

民有能力维持土地和维修房屋。当今都市化的发展使得这种封建土地法律制度发

生很大变化。这体现在议会制定的法律和法院判决中。今天美国侧重保护承租者

的权利，包括占有权利、使用和享受的权利、可居住性或良好居住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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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承租人的占有权利 

1）排他性。任何人，包括出租人，都不能干扰承租人的占有权利的实现。

当然允许出租人保留一些特权，如检查房屋或带领未来新的房客观看住所或土地。 

2）出租人担保没有第三人非法占有土地。这是否是出租人的义务，传统英

国和美国规则不同，美国认为出租人没有这项义务，但现在普遍采用相反的规则。 

3）第三人的至上权利（paramount right）问题 

如果第三人对该租赁的土地拥有合法的所有权或部分权益，这也构成对承租

人权利的威胁。至上权利指租赁契约缔结时或者承租人开始占有土地时，第三人

对所出租的土地有高于出租人或承租人对土地拥有的权利。承租人是否能继续占

有土地，取决于商业性出租还是居住性出租。如果是居住性出租，则承租人可以

继续占有。若属于商业性出租并且由于第三人主张权利而承租人失去了占有，承

租人可以向出租人主张赔偿。 

 

5.3.2 使用权 

占有权通常包括使用权。这里讨论的法律问题是： 

1）承租人对“浪费（waste）”的责任。如果承租人不合理的使用房屋并造成

损害，应该承担责任。 

2）财产使用限制：双方可以约定财产仅能适用于某特殊的目的。这是契约

自由的内容。但，承租人可能用反垄断法挑战这项约定。 

3）非法使用问题：一般用于非法用途的租赁是无效的。不符合可居住性的

房屋的租赁也由判例认定为无效。 

 

5.3.3 安宁享受权（quiet enjoyment） 

即出租人保证承租人在租赁时不受任何人干扰，包括来自第三人的和出租人

的。 

 

5.4 居住条件 

传统规则：买者自负责任（caveat emptor），指购买者自己对所购买物品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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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检查、判断和测试的责任，一旦购入，卖者概不负责。 

19 世纪以来，城市化发展，法院对买者自负责任做出了许多例外判决。 

政府也颁布住房条例，对可用于出租的住房规定有关硬件设备的最低标准。 

法院在判例中发展出 “暗示的可居住性担保义务（ implied warranty of 

habitability）”，所有的租赁契约都暗含着一种担保责任，即出租人应当担保所租

赁的土地或房屋要具有可居住性。 

 

5.5 房东的损害赔偿责任（liability in tort） 

这里专指住房的质量问题对承租人造成损害导致的房东的责任问题。如前所

述，传统普通法不承认可居住性担保义务，所以房东不负责人。但，法院判例的

发展从以下角度打破传统规则。 

 

6. 不动产交易 

6.1 交易与转让 

不动产的交易（transaction）和转让（conveyance）是不同概念。交易通过合

同实现，是买卖行为。转移所有权的行为通过转让书（deed）来实现。房地产的

交易中心必须有两个法律文件：合同和转让书。 

美国的不动产交易按照以下程序办理：签订合同、买方调查所有权，卖方准

备转让书、买方付钱，卖方交付转让书、转让书和所有权登记。其中转让书的交

付是所有权交易中的关键，它意味着转让行为生效，一般情况下，买方因此获得

所有权。 

 

6.2 交易合同 

一般的不动产交易都存在合同，《防止欺诈法》要求，不动产合同需写成书

面文字并由双方签字。否则，非文字合同发生纠纷，法院不予执行。 

但是，法院发展出“部分履行（part performance）”规则。如果买方没有签订

书面合同，但 1）交付了全部或主要部分的地钱或房钱，或者 2）实际占有财产

或公开地广为人知地占有财产，或者 3）对土地或房屋进行实质性改善，法院仍



 

17 

可以认定合同成立。 

房地产买卖合同中的时间要素问题。普通法上，不按时间履行合同是合同不

履行的行为，优先适用损害赔偿。但在房地产买卖中，除非注明“时间是要素（time 

is of the essence）”，延期履行发生时，当事人仍可以主张合同实际履行。【这种

安排似是应对普通法对违约责任优先适用损害赔偿而非实际履行的规则】 

 

6.3 可交易的所有权（marketable title） 

除非合同另有规定，任何一个不动产交易合同都暗含着一项担保条款：卖方

应当在合同执行的时候，向买房提供一份良好的和可交易的所有权。 

可交易的所有权可通过所有权的良好的登记记录来证明。这就需要查阅不动

产的交易记录。一般所有权的缺陷可能是地役权、限制该土地使用的合约【如何

保证公示】、甚或城市规划的限制。 

 

6.4 对违反合同的补救（remedies for breach of contract） 

6.4.1 取消合同 

在合同法定履行的日子之前，买方不得因对方土地所有权缺陷而取消合同。 

 

6.4.2 特别履行 

强制履行。特别履行在其他补偿手段不适宜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有别于中

国法】因为不动产的买卖不同于一般货物，经常是不可替代的。所以买方要求特

别履行是有理由的。而卖方因为获得的是金钱，很难请求特别履行。但是因为土

地交易具有某种程度的投机性，卖方难确定合同价格与市场的差价，且土地不能

即刻转化为现金，所以卖方可能因此被剥夺了进行其他投资的机会。所以，在特

殊情况下卖方也可以请求特别履行。 

 

6.4.3 损害赔偿 

如果不特别履行，可以要求一种金钱赔偿。范围是土地合同的交易价格与合

同执行当日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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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衡平法上的转移 

交付转让书才是所有权的转移，但签订合同到交付转让书之间的时间段内，

法院可能基于衡平法判决转移所有权。 

 

6.5.1 当事人死亡 

合同签订后，交付转让书之前，若卖方死亡，则所有权转移给买方。这一规

则起源于英国历史上的继承权益分配规则。在英国，不动产只能由长子继承，动

产在子女之间平均分配。但法院视卖方生前已经出售的不动产为动产，所得金钱

在子女之间平均分配。既然卖方的土地权益被视为动产——金钱，那么，土地的

所有权就可以看成是买方的了。这个规则至今存在，即土地合同没有交割前，卖

方的土地权益被当成动产权益，买方土地权益为不动产权益。 

 

6.5.2 不动产在交割前的损害风险 

不同州做法不一，多数州将风险归于买方，而少数州在 1）损害是实质性的，

2）损害的部分是合同标的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情况下，将风险归于卖方，否则也

是要继续履行。 

 

6.6 不动产的抵押 

【很像我们的抵押权】 

 

7. 不动产的转让 

7.1 转让和转让书 

按照《防止欺诈法》的要求，所有的转让书都要有文字记载。记载不动产转

让的文书就是不动产转让书（deed）。 

今天美国尽管没有继承英国全部的不动产转让仪式，但有些州要求使用《使

用法》规定的语言，如“谈判和出售”或者“授予”。各州有自己的立法，并规定转

让书的形式。典型的转让书是：“以——约因，我在此将下列所说明的不动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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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给乙”，可能是以 1 美元的约因，但实际交易价值远大于此，写这一句是为了

说明该转让是“谈判和出售”的转让，而非“家庭内部的协商转让”。【此两种转让

的区别，本书未表】 

传统的转让书包括以下比较正式的条款： 

标的物（premises）：这部分包括转让双方的名字，转让的理由和目的，土地

的说明； 

所有权性质（habendum clause）：这一条款在明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如绝对

所有或生存期所有； 

担保（covenants）：在担保转让书中，用于担保土地或房屋证书的转让； 

执行条款（execution or testimonium）：这部分包括时间、转让人签字，如果

有必要还包括印章和证人的签字； 

公证（acknowledgment）：这部分包括政府官员或公证人员的签字。 

 

7.2 土地说明 

土地说明方法很多，包括美国的政府测量体系。法院也发展出推定土地界定

的一系列规则。【虽然是对事实问题的认定，法律的味道不是很浓，却是非常重

要的规则】 

 

7.3 交付和接收 

不动产的转让书在交付给受让人时才有效。当然，现在可以象征性交付，不

必现实交付，如果能证明确实有转让意图，也可以视为交付。或者没有实际交付，

但是进行了转让登记，也可以视为交付。 

接收不是合同行为，不需要要约和承诺。如果不动产的转让已经交付，受让

人就被假定为接收。 

委托交付（escrow）是转让人将制作的不动产转让书委托给第三人保管，在

转让人所要求的条件发生以后，由该保管人将不动产转让书交给受让人。委托受

让带来商业上的方便，买卖双方可以在各自方便的时候交付资金和文件，也避免

了因转让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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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不动产转让的登记系统 

美国有两种土地登记系统。 

第一种是图书馆型系统，将土地交易和争议情况记录在案供查阅，但不对土

地所有权做出任何结论。 

与登记系统效力相关的是，一物二卖的场合，所有权归属的规则，各州也不

同。 

通知型的规则是，只要后来的购买者是不知情的，并支付了对价，即使没有

登记，也可以成为善意取得人。 

竞赛型的规则是，不论后来的购买者是否知情，只要先登记，就能取得所有

权。 

通知-竞赛型则要求，后来的购买者必须既要不知情又要先登记。 

【用我们的想法理解就是，大陆法系统一的公示方式，在美国各州有不同的

做法。】 

第二种登记系统是托伦斯登记系统（Torrens system）。它先通过司法程序，

清楚土地过去的诉求，确定当事人的所有权，然后予以登记。它建立了土地索引

系统并将以后的转让登记一并记录在案供检索用。更重要的是，这个系统向转让

后的受让人发放土地证书，这个证书具有结论性，能够证明土地所有权。【这个

跟中国的登记系统应该是一样的】 

 

8. 政府对房地产的管理 

这一章讨论了政府的管理权和私人的财产权之间的互动。 

政府对放低长权敢于、管理的方式主要通过履行警察权（police power）、征

收（takings）和城市规划（zoning）来实现。 

警察权力指为保护公众的健康、安全、伦理及福利，在理性的指导下，对私

有财产加以限制乃至剥夺的权力。警察权力属于州政府，警察权力的行使必须是

出于公共使用的目的；必须合理地行使、不得滥用；必须受到宪法的限制。法院

判例发展出相应的诸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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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实质政府依法有偿从死人手中取得财产占有权。征收与政府的警察权联

系密切，当政府为了保护公共健康、安全、伦理及福利而无偿对所有人财产施以

限制乃至剥夺时，即为政府警察权，而党政府依法有偿取得所有人财产时，即征

收。征收主要涉及到公共使用的目的和合理补偿的问题。 

规划实质将城区划为特殊的定义区，以及对该建筑物和建筑物的使用加以限

制性规定，从而影响到了私人财产权。【这在中国几乎完全是行政法讨论的问题】 

 

三、 学习感受 

1. 通过阅读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美国财产法权利体系。比如美国财产法权

利体系复杂，尤其是现实土地利益和将来利益的划分，我们国家似乎没有。

这与我们的用益物权也不相同。它脱胎于英国土地租佃制度，同时也是形成

现代信托制度的土壤。我感觉通过了解美国土地利益的制度，对信托的理解

加深了。 

2. 上面所述体系也是类比的说法。实际上英美财产法似乎并不如大陆体系分明。

读的时候我也注意到，如租赁双方的法律关系，在我国多是合同法讨论的问

题；而政府管理行为与私人财产权的关系，似乎又是我国行政法讨论的范围。

而美国财产法将其一并讨论，我认为有其可取之处。从美国财产法关注的问

题，我大致感受到美国财产法的“体系”或者“逻辑”，那就是经验，就像霍姆

斯说得那样。在人的生活中，无论房子是买的是租的，都是财产。如果硬是

分开来讨论，于讨论可能更有方便，但也未免割裂了生活。同样的，为什么

只能在行政法领域才能讨论政府的征收和对私人财产权的限制问题呢？这

说到底不还是财产权的问题吗？在财产法中讨论也没什么不好，实际上我也

看到了最近我们的物权法领域也很关系强制拆迁等问题。如果说行政法作为

一个部门法有它自己的基本原则或者内在价值，所以有必要讨论规范政府权

力的征收行为，这种价值似乎也可以在财产法领域得到体现。换句话说，我

感到美国财产法规则实际上经常涉及宪法原则。宪政的理念和他们自己国家

的历史，构成了诸多具体法律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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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说道历史，也是读这本书的一大收获。一方面，如前所述了解历史有助于理

解今天制度形成过程及其社会背景，这也是法律移植必须关照的东西。另一

方面，微观层面，我对笔记中记述一些英文概念也加深了理解。 

 

四、 遗留问题 

1. 一个很直观的疑问就是为什么各章小标如此强调占有，而我们的物权法中，

占有只是所有权下的一个很小的部分。 

2. 美国的财产权具有对世的效力吗？有类似于物权的优先性这样的规则吗？

似乎很多权利的约定很复杂，如果无法做到公示，按照我们的理论，似乎无

法赋予其对世的效力，否则不利于交易的安全。 

3. 美国财产法有没有物权法定制度。这本书没有提到这一大陆物权法理论的基

本问题。例如在不动产领域，财产的完全所有权人可以对财产的使用和转让

设定各种各样的限制，而这些限制似乎又都是对第三人生效的，那么，如果

没有物权法定制度，难道如此复杂的限制不会影响物的效用的发挥吗？如果

英美法没有物权法定制度，那么它是通过什么制度解决大陆法系物权法定所

解决的问题？ 

4. 与上文相关的是我不明白如此复杂的对财产权的限制，是如何解决公示问题

的。抑或仅有债权的效力。 

 

五、 补充阅读 

1. 《论英美财产法中的产权概念及其制度功能》 

1.1 摘要： 

本文从英美财产发中 title 这个概念入手，分析这个概念代表的相对性的特征

和以个案为基础的思维方法。作者认为产权的这种相对性特征来自于英美财产法

形成历史上所有权向占有的拟制。作者认为研究这个问题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

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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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itle 的概念： 

Title 在上书中翻译为所有权资格，本文翻译为产权。都在强调它与所有权

（ownership）、财产权（property）、利益（interest）之间的差别。财产法上产权

的概念有多个意思，第一个是财产权（property）得以建立的工具，如常用的“产

权链”这个短语；除此之外，它有时还被作为“土地上的利益（interests）”的同义

词；有时被用来指财产权（property）的某一项或另一项内涵；有时等同于“完全

财产权”；还有时指“所有权（ownership）”或其中的若干方面。举例来说，对于

一块黑土地，甲是其所有人，因此自由持有该块地产；后租给乙，乙成为这块黑

土地的租赁持有人；再后来乙为向丙借款，又把这块地做成抵押，于是甲乙丙对

该土地分别享有自由持有（freehold estate）产权、租赁持有（leasehold estate）

产权和抵押产权。尽管这些产权差别很大，在大陆法系可能被分别归入不同物权

甚至债权概念之下，但在英美法系中都被一视同仁地表达为 Title。 

 

1.3 产权概念的特称——相对性（relativity） 

既然可能冲突的各方当事人拥有的都是“产权”，大陆法系的预设权利类型优

先性的方法不再适用（如物权效力优先于债权效力）。英美法的思维模式是情境

思维（falldenken）办法——在具体案情背景下比较各方产权的具体内容，判断

其高下，对其中相对较优（better）的产权给与保护。 

相对性的存在和比较是按照这样的步骤实现的：首先，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

在某物质上分别产生若干个原始产权，这些产权的性质不重要，只不发生冲突的

情况下，都被视为良好的权利。随后，物流转，这些产权依照普通法一般规则

——“nemodat”规则，以同等大小的性质分别传递，“nemodat quod non habet”英文

为“no one gives what he does not have”，意思是人们不能授予其他人比自己更优的

产权；再后，一旦不同当事人的产权之间发生冲突，则将他们进行比较，看哪个

能胜出，无法比较的，遵循产权链（chain of title）回溯到各自的源头，用这些源

头的原始产权进行比较。无论一方产权有何瑕疵，只要比冲突的对方优先就够了。

这种相对的比较，甚至适用于所有性的产权，所有人在主张自己的所有权时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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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如罗马法确认之诉那样的特别诉讼格式，而仍然依靠比较办法，借助于真是

所有权表明他的占有的发生尚在冲突相对方之前。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财产法

概念结构中，真实所有权和占有性财产权之间的区别只是在先和在后取得占有之

间的差别。 

 

1.4 产权相对性产生的根源——所有权向占有的拟制【从历史角度回答了我之前

的问题 1】 

与大陆法系不同，所有权的概念在英美法中地位不高。普通法中的所有人

（owner）一词最早出现在 1340 年，所有权（ownership）的出现，则到了 1583

年。 

作者认为这缘于英国的诉讼格式和证明方式。起初英国法中，有类似于罗马

法上对不动产所有权提供的专门保护，即“实物诉讼”（real action）格式，但是它

手续非常复杂，程序又很迟滞。实物诉讼采用决斗/宣誓的举证方式，无论原告

提出什么样的证据，被告仅需答辩一个字：“不”，然后就只能由双方进行决斗，

胜者获得土地；被告还可以以多种合法的出庭缺席事由（essoign）来拖延诉讼的

进行。所以原告主张权利很难。而之后产生的有关占有的各种诉讼格式中，采取

了新的举证和审理方式，如新强夺之诉（assize of novel disseisin）中，只需由资

审团（assize）回答两个问题：一、原告占有土地，而被告是否不正当地未经合

法判决就将其剥夺；二、是否超出了诉讼时效。如果回答都对原告有利，原告就

将恢复对争议地产的占有，无需提供最早的权利证书。所以被侵害人更愿意选择

这种便捷的占有之诉（possessory action）。在证明方法上，传来取得方面，罗马

法上以交付物的曼兮帕蓄（res mancipi）【不知道这是什么，待查】作为所有权

的转让方式，而英国普通法上没有这样的形式，只能回溯到原始取得。原始取得

的主要制度是时效取得（usucapio），证明所有权就是证明时效取得时间段内一直

保持占有。在罗马，除了帝国后期，时效取得不动产两年，动产一年，在英格兰，

时间要求特别长，一度达到十六年。正式所有权证明的不可行性，以及实践中所

有人为了便宜自动向占有人的你只，共同导致英美法中所有权向占有拟制的倾向。 

  因此，绝大多数案件中，当事人只是寻求一个“比动产的实际占有人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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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法律认可每个权利的效力，承认一系列相对有效的权利，只要能够证明，

权力之间就可以不断回溯，相互超越。这种相对产权的概念，逐渐成为理解各种

问题的关键起始点，同时也就形成了整个英美法的“相对性”特征，以及它相应采

取的比较式运作方法。没有人曾被要求证明一项所有权的有效性来对抗一切人；

甚至，在一桩所有权的诉讼中，如果他证明了一项比他所攻击的人的权利更古老

的权利，那也就足够了。于此相应的，英美法救济的支点是占有而不是所有权，

英美法上占有问题的特殊性质与产权相对性的基本特征，其实出于同源。【难道

说，受让人就因此承担了另有其他人有更优先的占有权利的风险？没有公示制度

作为保障，风险是否过高？】 

 

1.5 产权相对性的制度功能和方法意义 

作者认为，产权相对性的研究，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强调英美之比较方法作为

方法论的存在，提醒人们在需要的时候运用它，因为我们的头脑里已经刻满太多

的所有权的印记，而让人担心会忘了其他。所谓“需要的时候”，最突出的就是在

缺乏既定的相关法律规范依据因而无法断定权利的性质、甚至根本无法断定是否

为权利时，此时运用比较方法，可以在不说清争议各方究竟是什么的情况下，仍

合理的确定应该给哪一方保护。【这点方法论意义于我倒在其次，我更关心对英

美法的基本思路又多了一个维度的了解】 

 

2. 《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 

2.1 摘要： 

这篇文章回顾了几个美国案例，说明美国法院也不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可以

对抗第三人的财产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也存在物权法定，只是没有使用

明确的表述。文章反思了美国两种支持物权法定的理论，并对美国物权法定现象

的原因，给出自己见解。 

 

2.2 当事人创设新型财产权能力的剥夺 

英国的 Keppell v. Bailey (1834)案。法院认为，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就不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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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动产为任何约定都是可以的。不会有任何不良后果。但如果允许人们随意在不

动产或租赁上创设新的权利类型 ,并且对继任者亦有效 ,这将是十分有害的 ,并

将引起混乱。任何一块土地、建筑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利用方式，这将使认识这

块不动产上的权利内容以及负担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能允许凭所有人一时

的爱好与奇想而设计财产权的内容。” 

Johnson v. Whiton 案。Royal Whiton 立下遗嘱规定，授予一块土地给她的孙

女 Sarah ，但在 Sarah 死后，这块土地只能由 Sarah 父亲一系的继承人予以继

承。这一遗嘱的内容与马萨诸塞州有关“无遗嘱继承”的规定相违背，该州规定，

来自家庭一方的遗产应当可以由另一方予以继承。Royal Whiton 为 Sarah 所创

设的财产权既不同于完全自由的完全所有权，亦不同于限定直系继承人继承的

“限制继承所有权”，被法院认定为是一种新的地产权利，故不被承认。最终，法

院让 Sarah 获得了不受限制的完全所有权，Royal Whiton 的意愿被否决了。 

 

2.3 两个论证合理性的假说： 

一、防止财产“细化（antifragmentation）”和“泛化（anticommons）”理论，即

过多的限制妨碍流转。 

二、审查费用（measurement cost）理论，即复杂的权利限制加大了后手审查

的负担。 

 

2.4 也曾有过承认突破物权法定的案例： 

  如禁止盗用他人新闻权（doctrine of misappropriation）的出现。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v. Associated Press (1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