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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物权法方面若干论文之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的结构：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是王泽鉴先生“在 1/4 世纪的时间里，精心研究民

法理论和判例的学术论文汇集”，本人十分敬仰，通过选择，阅读了其中 12篇有

关物权方面的论文。 

这 12 篇论文，为加深记忆和理解，当每篇阅读完毕后，就立即作了阅读笔记，

对文章的整体结构之安排、主要观点之论述、重要研究方法进行归纳整理，但只

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定有错误和缺漏之处。并对其中的疑问之处做出了标识，为

便于之后查阅资料进行了思考。 

 

 本人选择阅读的其中 12 篇论文，主要包括动产抵押、善意取得、物权行为

这三个大的方面，但各篇之间又互有或多或少的练习。所以下文的读书笔记和阅

读思考只是出于整理需要，本人人为将其分为了这三个专题排列。 

  

 在每一部分中，又分为两个小的方面：其一是这一专题中若干王泽鉴先生论

文的个人阅读笔记；其二是在阅读论文过程中，本人产生的一些小疑问，在查阅

其它相关资料后，进行了观点整理和自己的一点思考。 

 

 在第一方面中，由于王泽鉴先生的论文在体例安排上，主要有立法论、司法

论、和其他理论性文章三大类。所以，本人首先在若干文章的阅读笔记之前，学

习先生对这些体例文章的结构布局方式和重要的研究方法，着重提醒自己值得在

以后的论文写作过程中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然后再是每篇文章的主要内容之记

录，包括文中论述的基本观点和核心问题、理论预设、具体的研究方法、论证方

式和最后结论。并在文中对疑问之处以黄色高亮的方式标注，脚注内容中记录当

时对该疑问的初步困惑和思考。 

 

在第二方面中，由于自己的学术水平非常有限，对于在阅读王泽鉴先生文章

后产生的疑问，本人只能根据原来标记的笔记，通过查阅我国对此问题的有关立

法规定，在总结归纳其他学者的相关理论分析观点基础上，做出了一定自我的思

考和观点。但总觉得自我思考的空间和维度还很是狭隘，做的工作也多只是在这

一点问题上对查阅资料中学者理论分析的整理和借鉴。虽然本人对其中的某些观

点较为倾向，但是学术分析和独立思考之能力仍有大大加强努力之处。 

 

刘老师，非常抱歉的，整理稿中所有字数相加超过了老师规定的二万字上限，

我深知老师的工作繁忙，心中非常不安，所以在上文中将读书笔记的大致结构向

老师汇报，字数最多部分是三个专题中前半部分，是个人对王泽鉴先生论文的笔

记。几次预想删减其中篇幅和字数，但总感叹先生文章之精简和练达，以致想删

减摘录下的先生观点、论述而不改变其中之意，都无从着手，心中对先生犹是佩

服，同时也对自己顿感无奈。几次删了又加，加了又删循环往复，最后还是无法，

深知给老师平添的麻烦，十分惭愧，希望此结构和下文之目录能够给老师减轻些

自己给老师添加的本不应该的负担，十分谢谢谢谢刘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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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动产抵押权制度阅读笔记 

（一）动产担保交易法上登记之对抗力、公信力与善意取得① 

（第一册 第 288-309 页） 

不占有标的物动产担保物权制度 

 

思路：背景——制度——问题——建议 

动产担保交易法创设了动产抵押、附条件买卖（保留所有权）及信托占有，

三种不占有标的物之动产担保制度，采用了书面成立——登记对抗主义，与传统

民法中的交付登记生效主义结构不同，由此产生了诸多体系性问题。 

作者在阐述法律有关规定中发现问题，采用法律文义、体系、目的解释，社

会经验逻辑分析和对外国立法例的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弥补法律漏洞，提出个人

立法修改的建议，作为司法和立法的参考。 

 

本文由六部分组成。 

 

一、 制度创设 

作者阐释了因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对动产物尽其用提出的要求，动产担保制度

的创设突破了原有制度，并在简要介绍上述三种新设物权的基础上，提出了由此

而导致产生的问题。 

  

 作者首先从不占有标的物动产担保物权制度创设的社会需求和背景介绍出

发，点出其制度设立的目的和立法主旨，成为下文理论分析之预设前提和分析起

点。增设的动产担保制度为适应工商业及农业资金融通及动产用益之需要，显著

地扩大了动产之担保及用益职能。 

 

三种新创权利之法律结构不尽相同，所涉问题亦各有异。但关键问题是：动

产抵押中抵押权之效力范围；在附条件买卖为买受人在条件成就前之法律地位；

信托占有中其法律性质之争论及如何纳入现行法体系之问题。并附带提及可否创

设一种统一之不占有标的物的动产担保物权或仅创设动产抵押制度而简化法律

关系之问题，但在下文中并没有详细分析。 

 

二、 登记制度的功能 

作者通过与原有的物权制度相比较，提出新创之动产担保制度因“物尽其用”

功能上之需要，在公示方式上对其的突破。并以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对其他国家

立法例对此规定的利弊衡量后，作者从实际出发，对此制度的建构合理性进行了

较为完整的分析和思考，提出了不失严谨的检讨。 

 

新创的三种动产担保制度，权利的成立均不以交付标的物为要件，物上权利

                                                             
①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王泽鉴法学全集》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

版，第 288-309 页。 



与占有分离，因欠缺公示表征，第三人无由知晓，导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作者通过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在简要介绍了各立法例中有五种解决方式的基

础上，分别评析了其利弊得失：意思主义手续简单，但欠缺公示性；书面主义使

当事人之权利关系趋于明确，在某种程度上亦能防止诈欺或虚伪，但仍欠缺公示；

登记主义虽有公示之优点，但暴露当事人之经济状况且增加交易成本。 

在对立法主义的利弊进行了分析而后，对现行制度进行了检讨。动产交易法

采书面成立——登记对抗主义，虽在实际上似有过分保护债权人不利于善意第三

人，难免妨碍交易安全，但世无绝对完美之制度，与他种立法主义相比，其兼采

优势以克服弊端，较为妥善，且实行以来，未见重大弊端。作者由此持支持态度。 

 

三、登记之对抗力。 

作者由“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引发的 5 个疑义出发，通过对这 5

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阐释了不占有标的物的动产担保物权中登记的具体效

力内容，并进一步检视了现有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和提出了一定个人观点和建议。 

 

1. 由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之意义 

通过质权与动产抵押权同时存在，登记与否对其次序效力影响，和多次设定

动产抵押时未为登记时之次序效力对其对抗性进行了分情形论述。 

问题：学者认为多次设定之动产抵押权，倘若都没有登记，依成立时期之先

后定其次序。 

作者认为贯彻非经登记不得对抗之规定，宜认为处于同一次序，但先登记者，

具有优先效力，恶意登记不在此限。 

 

2. 善意第三人的范围 

作者从法律性质、文义解释、立法本意、交易安全、附条件买卖等五方面理

由出发认为不应包括一般债权人在内。研究方法包括：其一为法律文义、体系、

目的解释；其二比较法角度，立法史角度系仿美国立法例，其效力恒优于一般债

权。 

 

2. 登记对抗效力之例外 

留置权优先原则——留置权优先于动产抵押权。从法律目的解释角度，考查

立法理由书之规定，乃法定物权优于意定物权之故。 

问题：法定担保物权与意定担保物权位序之争，作者从法理和实务二分角度

出发分析。法理上：建筑物承揽或重大修缮之留置与抵押权，以先后顺序决定其

次序。实务：易启欺诈，阻碍动产抵押制度之推行。 

作者提出立法建议：从立法政策言，宜在增加标的物价值范围内有优先受偿

之效力。且法律仅规定动产抵押之善意留置权，是否在附条件买卖时类推适用，

法律未明白规定。 

 

4. 登记效力之时空限制 

登记有效期间：始自登记之日，并不溯及至契约订立之日生效，立法目的保

护善意第三人，但一年期限过短，不足适应交易的需要——债权期间。 

空间限制：分别登记制：不得对抗登记有效区域外的善意第三人。统一登记

制、分别登记制之比较为实务问题，在从事实际考察前，尚难断言。 



5. 禁止登记事由之检讨 

法律明文规定不得申请登记之事由，从形式和实际两角度进行研讨。在形式

上行政机构自由衡量当事人之重要权益，欠缺妥当。在实质内容上，禁止登记不

妨碍动产抵押权之设立，剥夺债权人对抗善意第三人之效力，立法旨意费解。 

 

四、登记之公信力 

在实质登记主义中，不动产物权系以登记为物权变动之要件。在形式登记主

义中，以登记为对抗要件。因从比较法的研究角度出发，日本不动产物权之变动，

登记对抗主义未赋予公信力。作者亦采否定说。 

 

五、善意取得 

 附条件买卖买受人期待权之善意取得：德国联邦法院判决之矛盾之处和从社

会实践经验角度出发分析，采支持观点。 

 动产抵押权之善意取得：适用民法规范时，在方法论上，不能纯作形式上之

观察，而应探讨法律规定之规范目的及利益衡量之标准。采支持类推适用质权之

善意取得规定的观点。 

 

六、结论 

动产担保交易法所采书面成立——登记对抗主义，与向来之交付、登记生效

主义结构不同，所引起之问题，具有特殊性值得进一步研究建立严密之理论体系。 



 

（二）动产担保交易法上登记期间与动产抵押权之存续② 

文章结构： 

 

作者开篇在介绍动产担保制度的核心理念基础上，提出其中之争议问题，即

在登记有效期间届满之后，动产抵押权是否随之消灭之问题。接着收集最高法院

对此问题的相关司法判决，归纳整理总结不同的判决理由和见解，试图解释上述

问题。并由此出发，从理论阐述和分析的角度，由简练和强有力的理由排除其是

时效期间和除斥期间之观点，最后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但也在分析其可能解

释的理由基础上，对登记期间的立法政策提出质疑，引发读者的思考。 

 

其中的研究方法：从实际司法实务出发，找到立法规定中对具体制度设计的

问题，并由此问题出发，从法律解释的视角解决问题。值得学习和借鉴之处有：

其一，问题之发现具有理论和司法实务上的双重意义，而不只是单纯法条比较等

理论上引发的纯理念思考，对此问题的分析更具有针对性和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

性；其二，整理归纳总结现有大量最高法院“司法判决”基础上，抽象出对这一

问题的理由和见解，是从另一个角度对现有法律的解释方法，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检讨分析，对理论研究者，更是对司法实务者而言，不仅是知识上的增进，而且

为以后的司法判决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问题之说明 

动产抵押、附条件买卖及信托占有均不以转移标的物之占有为要件，欠

缺公示性。为克服此项问题，动产担保交易法采取了书面成立—登记对抗主

义，并设有“有效期间”之制度③，系一项特殊制度，其主要之争点，在与

登记有效期间届满之后，动产抵押权是否随之消灭。 

 

二、 “最高法院之见解” 

根据最高法院判决，归纳为二种对立之见解。①抵押权消灭说：登记有

效期间届满时，动产抵押权即归消灭。②对抗效力消灭说：登记有效期间，

并非时效期间，不生起诉而中断时效之问题，只无对抗善意第三人之效力。 

 

三、 分析检讨 

（一） 登记期间非为时效期间 

1. 消灭时效仅适用请求权，动产抵押权（担保物权）非消灭时效之客

体。  

2. 消灭时效期间不得以法律行为加长或减短。而登记期间，当事人得

自行约定，无约定者，法定期间为一年，但当事人得延长之，与民
                                                             
②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王泽鉴法学全集》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

版，第 334-348 页。 
③

 该法第 9 条规定：“动产担保交易之登记，其有效期间从契约之约定。契约无约定者，自登记之日起有效

期间为 1 年。期满前 30 日内， 债权人得申请延长期间，其效力自原登记期间之次日开始。前项延长期限

登记，其有效期间不得超过 1 年。登记机关应比照本法第 7 条、第 8 条之规定办理，并通知债务人。” 



法上消灭时效制度之本质不相符。 

 

（二） 登记期间非为除斥期间 

1. 动产抵押之登记制度，仅在使其具有对抗第三人之效力，与动产

抵押本身之存续无关。 

2. 对未登记之动产抵押难以适用。 

3. 对附有条件买卖，期满之后出卖人保留之所有权，似归于消灭，

违背登记制度之本质及当事人利益。 

 

（三） 登记期满，动产抵押权失其对抗力 

第 880 条④之适用——5 年除斥期间 

条件：是否以占有为要件、利益状态 

可类推适用不动产抵押权，而质权则不可。 

 

四、 结论 

登记期间之制度在“立法政策”上是否妥当，不无疑问。可能基于登记

手续问题之考量，也可能是实务上不动产抵押或船舶抵押作为担保客体的债

权己消灭，但当事人始终未申请涂销登记，登记失其意义之考量，但其存在

价值，实有疑义。⑤ 

 

二、读后个人对动产抵押制度的若干疑问之思考 

（一）我国的立法规定 

2007 年通过的《物权法》第 185条规定，设立抵押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

面形式订立抵押合同。同时，结合《物权法》第 180、188 条的规定，以“生产

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交通运输工具”、“正在将造的船舶、航空器”动

产进行抵押的，“抵押合同自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

三人。”因此，我国《物权法》关于动产抵押采用的是书面成立—登记对抗的公

示方式。由此可见，《物权法》通过之前我国动产抵押的公示制度很乱，不统一，

登记对动产抵押的效力不一，有的采取登记生效主义，有的采取登记对抗主义，

且两种效力的区分不具有合理性，此种规定必然增加法律适用的冲突，并非理性

的选择。而《物权法》则将动产抵押的公示方式统一为登记对抗主义，这是一次

历史性的进步，推动了动产抵押制度在我国的进一步完善。 

                                                             
④

 该条规定：“以抵押权担保之债权， 其请求权已因时效而消灭，如抵押权人于消灭时效完成后 5 年间不

实行其抵押权者，其抵押权消灭。” 
⑤

 本人认为，文章中提及的孟祥路先生在《动产担保交易法实用浅释》中提及，动产易于变动毁损，价值

容易贬低之特殊性质可值得考量之处。 



（二）动产抵押权公示效力 

正如王泽鉴先生所述，台湾地区立法对动产抵押权的空间和时间效力作出了

限制，但是其合理性却值得思考。 

1. 空间效力 

我国台湾地区，继受美国统一商法典的有关规定，在《动产担保交易法施行

细则》第 4 条规定，“动产担保交易在空间上有一定之效力范围，即以登记机关

之管辖区域为限。” 

 

我国《物权法》并未对动产抵押登记的对抗力进行空间上的限制，从文义上

理解，只要动产抵押权进行了登记，就能在全国范围内对抗第三人。 

 

有学者认为，动产抵押登记的效力应局限于各登记机关管辖区域，不得对抗

管辖区域之外的第三人，抵押权人如果想在其他区域取得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必

须在其他区域也履行登记。⑥ 

主张设立有效区域制度的学者，理由有：（1）动产容易迁移、搬离，第三人

无法确知该在何地登记机关查阅登记始能知动产抵押情况。（2）我国地域辽阔，

恶意抵押人隐瞒动产抵押情况而为任意处分，则第三人在不知情的状态下无法避

免遭受不测之害。⑦ 

但是，从实际出发考虑，反对理由有：（1）我国台湾地区《动产担保交易法》

对动产抵押登记的对抗力进行空间上的限制，很大程度是因为该法制定于上世纪

60 年代，当时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还不足以支撑自由、便捷地查询抵押登

记。⑧当代电子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查询则可以很好解决这个问题。（2）多重登记，

将耗费大量的精力和费用，加大动产抵押权的设立成本。 

 

2. 时间效力 

我国《物权法》和《担保法》均未规定动产抵押权登记的时间效力问题。 

有学者主张应补充规定动产登记的时间效力。理由如王泽鉴先生书中所述有

近相似。动产易于流动，登记公告后如经相当期间，不仅查阅困难，且原登记事

项可能与事实已经不符，为维持公示的效果而赞成设立时效。 

 

本人思考实际上可能会与理论上有所不同，正如上文所述技术障碍已经可以

在相对条件下克服，那么如果在有效的登记公示方式前提下，动产抵押权事实上

消灭时，因抵押人怠于注销登记而“在第三人查阅时带来误解可能”，直接会影

响抵押人的权利行使，从而导致经济利益的损失。当抵押担保的主债权消灭，抵

                                                             
⑥

 王闯：“动产抵押制度研究”载于梁慧星：《民商法论丛（第 3 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 年版，第

439 页。 
⑦

 王磊：“论我国动产抵押制度的现存缺陷及其完善”，载于《政治与法律》，2001 年第 5 期。. 
⑧

 徐洁：“抵押权论”，法律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28 页。 



押人为维持自己的利益，肯定会主动注销该抵押登记。 

（三）动产抵押登记的性质 

王泽鉴先生在文中所述，似乎可以理解为登记属于公法性质，是行政行为。

本人略有些疑问，查阅有关资料，对动产抵押登记的性质在学者之间确有争议，

存在两种见解：一为行政行为；二为民事行为。 

前者的理由有： 

1. 进行抵押物登记的主体具有特定性，并不是普通民事主体。如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等行政管理部门担负特殊职能的国家机关，不是一般民事主体。 

2. 动产抵押登记行为具有特殊性，不是通常的民事行为。当事人之间不可

自由商议登记机关，动产抵押物的登记受到法律保护，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所以公示之需要，登记要到指定的行政机 

3. 抵押权登记与抵押合同的设立不具有同一性，是两个不同性质的行为。

抵押合同的设立，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行为，合同能否成立，取决于双方当事

人的意志；抵押物登记，是抵押合同当事人与登记部门之间的行为，是具有管理

与被管理关系的非平等主体之间的行为。⑨ 

     

后者的理由有： 

1. 抵押物登记属于物权的公示部分。抵押权是一种担保物权，抵押物登记

是物权公示性的一种表现。登记的作用是向公众宣示抵押权人享有的抵押权，所

以应当是民事行为。 

2. 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属于民事权利。抵押合同是依附于债权合同而存在

的协议，两者都属于民事合同，所以不管是订立债权合同还是签订抵押合同，都

是民事行为。 

3. 要求对抵押物进行登记的法律规范是民事法律规范，依据民事法律规范

实施的抵押登记行为，自然属于民事行为。⑩ 

 

在行政法学界，对于物权登记这种特殊行政行为的性质也存在不同的认识。

多数学者认为这种行为可以划入行政许可的范畴，认为其属于法律行为，即须按

照行政主体的意思表示直接发生行政法律效果的行为。11 

 

可以理解对动产抵押权登记的性质看法不同，是缘于看问题的视角不同。持

民事行为说的学者往往从动产抵押权登记的物权变动效果出发，认为动产抵押权

登记是当事人的意愿和请求，目的是追求物权变动的公示效果，因而动产抵押权

登记属于民事行为。 

而持行政行为说的学者则从我国《物权法》规定的登记机关基本上履行某项

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机关，动产抵押权登记时行政机关行使登记职能的活动，活

动的目的是对动产抵押权的变动进行公示，因而认为动产抵押权登记是登记机关

的行政行为。此处的论证逻辑起点即是登记机关是行政管理机构，但是本人在思

考的是作为公证机构，它的性质应该如何定义呢？ 

                                                             
⑨

 蔡晖、王辉：“抵押物登记行为的性质及登记部门的责任”，载于《人民司法》，2001 年第 44 期，第 1 版。 
⑩

 刘生亮：“抵押登记行为法律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 2005 年第 32 期，第 8 版。 
11

 李昊：《不动产登记程序的制度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版，第 415 页。 



（四）动产抵押登记机关 

王泽鉴先生在文中简要地提及到统一登记制和分别登记制的区别，但没有作

为文章的基本内容做出详细的论述和解释。 

 

我国现行法上规定的动产抵押登记机关采用的是分别登记立法例，目前负责

动产抵押登记的机关可以概括为三类： 

1.以交通运输工具为抵押的登记机关：以航空器、船舶、车辆抵押的，登记

部门为运输工具的登记部门。 

2.以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动产抵押的登记机关：向抵押人

住所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 

3.以交通运输工具、企业动产以外的动产抵押的登记机关：抵押人所在地的

公证部门。 

 

是否应当把动产抵押登记机构统一由某个部门办理，颇有争议。 

意见一，学者多认为应当统一动产抵押登记的机关，理由有: 

1.动产的种类繁多，如果不进行统一登记，而是根据行政职能的不同设定不

同的登记机关，将不利于交易当事人查阅登记，也很难给当事人提供全面的信息，

增加当事人的交易风险。 

2.分散登记对于以企业集合动产进行抵押的当事人极不方便，企业的动产很

多，包括机器、交通工具、原材料等，如果要求企业分别到不同的部门登记，将

大大增加当事人的交易成本。 

3.动产抵押登记的信息相对分散，当事人查询、检索起来颇为不便，不利于

动产物权交易当事人充分有效地利用动产抵押登记信息，这会影响动产抵押登记

的公示公信力功能的发挥。 

4.动产抵押登记系统重复建设，无疑会增加整个登记系统的运作成本和管理

成本，加重当事人的负担。 

5.从国外的立法例看，基本上都规定，动产抵押实行统一登记。有的规定在

法院，有的规定在公证部门，有的规定在法律部门。 

 

意见二，实务部门多认为动产抵押仍实行分别登记，理由有: 

在决定是否统一动产抵押登记机关时，立法者应当考虑中国的国情。当前我

国的现状是不同类的动产由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管理，如机动车由交通管理部门

管、航空器由航空主管部门管、企业财产由工商管理部门管、统一动产抵押登记

机关不利于行政主管部门对这些动产进行管理，会遇到极大的阻力，改制成本会

很高，不现实。为此，在没有或不能进行相应的机构改革前，动产抵押仍应进行

分别登记。 

 

所以，本人的理解虽然动产抵押分别登记制度存在弊端，但是动产抵押统一

制度的实行在我国目前现状之下还不现实。 

虽然登记机构短时间内不能实现统一化，现如今可能最需要的就是形成一个

统一电子数据系统，便于查询保护交易安全。绝大多数已经建立动产担保登记的



国家，均将登记信息以数字形式存储于计算机化的数据库中。12登记机构的设立

方式最主要的就是解决公示问题，即如果能形成统一的电子数据查询系统，无论

统一登记制还是分别登记制，都在一定程度上较好地解决了上述实践难题。 

（五）登记引发的二元公示冲突与解决措施   

      王泽鉴先生在文中重点内容，即是动产抵押的核心“书面生效——登记对

抗”制度。对该项创新的制度在比较法的角度，通过各个国家和地区制度间的优

缺点比较，和在现有的台湾地区物权法整体制度理念框架契合的前提下，较为支

持这一制度。但是也可以看到这一因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创新的制度也有其制度

上的冲突。 

 1. 二元公示冲突 

      传统的动产物权如动产所有权、动产质权等是以交付和占有作为物权公示

的方式。而动产抵押权为“物尽其用”，而不转移占有导致欠缺公示，所以将不

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引入动产物权体系。动产物权体系内出现了两种公示方式：

占有公示和动产抵押权登记公示，且两种公示方式公示的信息可能不一致产生冲

突。 

2. 化解措施思考 

      动产抵押权登记引发的二元冲突根源是两种公示方式所公示的信息可能不同，而可能

导致这种不同的原因是动产抵押登记无法通过动产抵押物的外部形态加以显示。所以解决冲

突的核心是如何使得动产交易者能够直接从动产抵押物的外部较为便利地获得抵押权已登

记存在的信息，而不再仅能通过查阅动产抵押登记簿获得——占有二次公示。 

 

（1）在抵押物上打刻标记或者粘贴标签 

通过在动产抵押物的显著位置上打刻标记或者粘贴标签，显示动产已抵押登

记，第三人则在受让动产及设定动产质权之前，就可以直接知道动产上设有动产

抵押权，从而避免冲突。日本和台湾地区就有相关的法律规制。日本关于动产抵

押的特别法规定:“因登记的公示力较弱，故对汽车、飞机等只能通过所谓的‘打

刻’以补强其特定性后才能被视为具有了登记公示的手段，例如，对于汽车抵押，

其标的物的同一性是依据车台号码的打刻而发生，在飞机抵押，飞机登录记号的

打刻能够发生同一性的识别。”我国台湾地区《动产担保交易法实施细则》第 16

条规定:“登记机关应于登记标的物之显著部分烙印或者粘贴标签以资区别。”13 

但也存在缺陷，其一：某些动产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质，本身不适宜在标的

物上打刻标记，如古董花瓶等，打刻行为会严重贬损标的物的价值；其二：抵押

人可能恶意消除抵押标记或者标签进行欺诈，不利交易安全。 

对于第二点缺陷，为了防止抵押人的恶意欺诈，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对利

用动产抵押公示缺陷进行恶意欺诈的不法行为引入了公法制裁，如台湾的动产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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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圣平：《动产抵押登记制度研究》，中国工商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22 页。 
13

 王闯：《让与担保制度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52 页。 



保交易法和美国的统一商法典，都可以值得我们借鉴。14对于第一点缺陷，似乎

可以转化方式成为粘贴标志的方式，但是相比较打刻标记，粘贴的标签更容易毁

损，不利于长时间的保存，恶意抵押人也更容易操作实施消灭标志，增加了规制

抵押人的监督成本。 

 

（2）在购货发票上背书方式 

在办理动产抵押登记时，登记机关可以通过要求抵押人出具抵押物的购货发

票，对发票的注册号码予以登记，并在发票上背书动产已经办理抵押登记。第三

人进行交易时，则可以通过查看购货发票，知悉动产上的物权权属状况。在美国，

《产权证书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即“一些动产(包括汽车、拖车、拖拉机以及

类似财产)可在其所有权凭证上证明该财产上已设定担保权益”。15 

    但是其在中国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其一：购货发票同样

不容易保存，且通常民众没有长期保存发票的习惯，若为丢弃则该动产上则失去

了设定了抵押的可能；其二：对于购货发票背书制度的前提是诚实信用原则，在

交易时为第三人提供原始购货发票，但是目前我国市场交易秩序还不太完善，各

种假发票充斥市场，如果抵押人恶意处分抵押物可以利用假发票来回避该问题，

因此也须对恶意出具假发票来回避动产抵押权购货发票背书的情况引入公法上

制裁，从而防止抵押人出具假发票。但是公法制裁不能彻底杜绝抵押人破坏抵押

登记的占有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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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熊进光：“论我国动产抵押登记制度的缺陷及完善”，载于《河北法学》，2004 年第 50 期。 
15

 王闯：《让与担保制度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52 页。 



 

一、善意取得制度阅读笔记 

（一）善意取得权利之抛弃与损害赔偿 

（第一册 557-562 页） 

本文结构： 

本文以“最高院”已经作出的裁判为素材，对其进行分析检讨，通过阐释法

律，对认为值得商榷的裁判进行批评，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是对法官解释适用法

律的监督和评判。 

 

一、 判决简述 

（一）事实 

抵押人所继承之土地，原已被征收但未经涂销转移登记，仍为其登记所有。

其为担保他人债务，以该继承所得之土地设定抵押权。抵押权人因债务人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请求执行法院拍卖抵押物，执行中发现抵押人为无权处分，遂撤回

其强制执行之申请，转而请求抵押人赔偿非因过失订约上之损害或因被害人欺诈

之侵权行为之损害。 

（二）争议问题 

1. 善意取得之权利是否可以抛弃？ 

2. 是否可以抛弃为理由请求损害赔偿？ 

（三）判决观点及理由 

1. 可以。但原审认为抵押权人撤回强制执行之声请为放弃异议权利不妥。 

2. 可以。权利为当事人自由处分。 

 

二、 判决评释 

最高院认为债权人得自由抛弃善意取得法律之保护而主张非因过失订约或

欺诈之行为向设定不动产抵押之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作者通过分析提出异议。 

善意取得某种权利，系基于法律规定而发生，不能因当事人自由意思而改变。

抛弃依法律规定业已取得之权利，不动产须经登记始生效力。所以本案中，抵押

权人仅撤回其强制执行之声情，不生抛弃之效力。 

损害赔偿之请求，作者从权利归属、交易安全、损害赔偿三点提出质疑。善

意取得权利之抛弃，系处分自己财产，与抵押人无涉；善意取得人若得随时抛弃

取得之权利而为损害请求，法律关系失其确定，妨害交易安全；最高法院认为抵

押权人得主张因给付不能而生损害，疑问是第三人物上担保与债权人并无债之关

系，且已依法律之规定取得抵押权，交易目的达到，不能认为受到损害。 

 

三、 结论 

最高法院自所采的“法律保护自由抛弃”说，势将破坏善意取得制度及交易

安全，作者持反对观点。 



（二）土地登记错误、善意第三人之保护与国家赔偿责任 

（第六册 第 60—75 页） 

 

一、 1987年第五次民事庭会议民三庭提案决议 

（一）案件事实 

某地政事务所漏未将土地重测前已登记某甲之抵押权转载于重测后新设

之土地登记簿。某乙不知其情，就同一土地设定抵押权，向该地政事务所办

理登记。嗣经该地政事务所发见该土地上原已登记有某甲之抵押权，乃更正

某乙之抵押权为第二顺位。其后土地拍卖结果，因有第一顺位抵押权之故，

某乙仅分得一部分价金而受损害。 

（二）争议问题 

1. 乙之抵押权究应为第一顺位，抑为第二顺位？ 

2. 乙得否向地政事务所请求损害赔偿？ 

（三）决议观点和理由 

1. 虽未臻明确，似肯定甲之抵押权应居于第一顺位，而乙之抵押权则

属第二顺位。 

2. 可以，并以登记有遗漏为理由。 

 

二、 评释 

（一） 第四十三条16之适用 

1. 规范目的 

综据历年判例之一致见解，系为保护第三人起见，将登记赋予绝

对之真实之公信力。并根据是否为善意第三人总结了三点适用范

围。17 

2. 与不动产物权之善意取得 

以比较法角度，参考德国民法有关土地登记簿公信力之规定，分

无权处分、有权处分18（本人对此处稍有疑问）、不动产查封三点

分析。 

在“不动产查封”论述章节中，对最高院有关判例进行了梳理，

对值得商榷的判决提出了评判和建议，对值得赞同的判决加以推

崇。认为此处买受人非属于应受保护之第三人。查封为公法上之

强制处分，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查封完毕，既生效力，任何人

均受其拘束，应无第四十三条规定之适用。19（本人对此略有疑

                                                             
16

 “土地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依本法所为之登记，有绝对效力。” 
17

  第三点：纵使登记原因有无效之原因，在该登记未涂销之前，其登记仍不失其效力，原所有人不得向

无权占有人请求返还。第 64 页。 
18

  此处本人略有疑问：我国的善意取得制度在此处是否可以适用？ 

因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条件为出让人无处分权，在不动产所有权人似乎对其不动产有设定抵押权的权

利，正如文中作者所述是有权处分，而非无处分权则如何适用善意取得呢？在超过不动产价值设定抵押权

时，如何理解所有权人的权利，超额部分应作无权处分理解吗？ 
19

 本人对此处稍有疑问：查封的性质是什么呢？如何理解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梁慧星、陈华彬先生认为：查封致使所有权受限制，属于出让人无处分权情形，但第三人不能善意取

得，原因为：债务人的动产被查封后，债务人仍然把它移转给他人时，根据现代强制执行的一般规定，买

受人不能取得其所有权，因为查封为公法上的强制行为，动产的买卖为私法行为，当公法行为与私法行为



问） 

3. 案例之适用 

根据上述分析和梳理有关最高法院其他判决理由支持，认为案例

适用第四十三条，乙享有第一顺位之抵押权，甲被遗漏之抵押权

虽得再为回复登记，但应列为第二顺位。 

（二） 国家赔偿 

1. 登记是否有错误或遗漏？ 

扩张解释、目的解释方法：认为土地登记规则所指情形，乃属例

示。立法精神旨在保护土地权利人，土地登记准确与否影响人民

之权益至巨，不应狭义解释，致与之立法精神不符。 

2. 乙是否受有损害？ 

决议认为甲可依不当得利返还，乙并未受有损害，不能向地政事

务所请求损害赔偿。作者评释：根据民法基本理论，对多数人亦

可构成请求权竞合。且真正问题不在此，而是地政事务所之赔偿

责任是否具有补充性。 

体系性解释：民法第一八六条明确规定了公务员侵权责任之补充

性。而此处第六十八条仅规定地政机关之赔偿责任，故其不因被

害人对他人另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或不当得利请求权，而免其责任。
20（本人对此稍有疑问） 

                                                                                                                                                                               
发生冲突时，公法行为的效力应当优先，公法行为的效力应当优先，从而第三人不能善意取得被查封动产

的所有权。（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08 页。）本人对此理由仍有困惑

之处？ 
20

 作者认为因第六十八条仅仅规定了地政机关之赔偿责任，而未如民法第一八六条明确规定公务员侵权责

任之“补充性”，所以理解为第六十八条未设规定。本人思考：从体系解释的角度上，是否可以作另外角度

的理解，将民法第一八六条的规定作为公务员侵权责任的一般性规定，地政机关工作人员属于公务员范畴，

当第六十八条法律没有对此作出特殊性规定时，是否可以适用第一八六条的一般性规定呢？ 



（三）出卖他人之物与无权处分 

一、 问题之说明 

（一） 处分之概念 

体系性地介绍了处分的概念。并认为民法所称“处分”之意义，

不可一概而论，应斟酌文义、法律体系及法律规范目的，审慎认定之。 

 
（二） 第 118 条所称“处分”之意义 

提出本条之无权处分，除处分行为（物权行为）外，是否包括负

担行为（债权行为）在内？如果不动产所有人对此出卖物之买卖契约

加以承认，买受人是否因此得向权利人请求履行契约办理所有权移转

登记？ 

            
二、 最高法院之见解 

         通过对最高法院三册判例的梳理总结，三项基本论点： 

    1.出卖他人之物之买卖契约，系属第 118 条第 1项所称之“处分”（无              

权处分）。 

    2.出卖他人之物之买卖契约，须经权利人（所有人）之承认，始生效力。 



    3.权利人就他人出卖其物之买卖契约为承认时，买受人得向权利人请求

履行契约。 

 

三、 分析检讨 

     （一）从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之区别论第 118 条之规范功能及“无权处分”

之意义 

     作者先从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区别出发，说明两者的法律效果的不同，

所以生效要件也有所不同。再对 118 条进行规范目的解释，认为不应包括负担行

为。最后从比较法的角度，阐释了其 118 条仿自德国民法第 185 条，依德国判例

学说的一致见解，仅指处分行为。 

（二）出卖他人之物买卖契约之效力 

最高院认为出卖他人之物之买卖契约，在经权利人承认前，应属效力未定。

作者从理论、交易安全两点提出疑问： 

1． 理论：负担行为，仅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并不直接引起标的物权利之

变动。不必然要求出卖人有处分权。 

2． 交易安全：倘若效力待定，在所有人不承认时，买卖契约不生效力出

卖他人之物者，不必负契约上之责任。 

（三） 权利人承认之效果 

在法学方法论上，权利人承认，是单方意思表示，仅具有补助行为之性质，

不能产生使买受人因而取得向权利人请求履行契约之权利。债务承担，须经债权

人之承认始生效力。 

 

四、 结论 

     作者总结上文判决理由中的基本观点，并通过分析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最后重申了概念法学的重要性，本人受益匪浅。 

     虽然法院从实务便利角度作出的判决结论和理由，但使各个法律基本制度

之适用，买卖契约、无权处分、无权代理、债务承担，失去了区分边际，影响了

法律安定。作者引用了王伯琦先生的话，表达了其对司法实践中“不顾法律基本

体系、随意使用法律基本概念”的遗憾、困惑及忧虑。 



 

（四）不动产抵押权之善意取得 

（第三册 第 382 页-388 页） 

 

一、 问题之说明 

善意取得制度平衡所有权之保护与交易安全，十分重要。关于动产物权之善

意取得，民法设有规定。但是不动产物权之善意取得，没有明文规定。最高院第

656 号判决涉及不动产抵押权之善意取得之问题。 

事实简述：某甲所有某处之土地一笔为某水利局乙所征收，征收手续已毕，

甲已收领补偿金，惟未办理土地所有权移转登记。甲死，其子丙不知该笔土地已

被征收之事实，仍办理继承，并将该地登记为己有，其后并以该地为其债权人丁

设定抵押权。 

 征收 

 （父）甲┌────────────────→乙（水利局） 

     │（土地） 

    继│ 

    承│ 

    登│ 

    记↓ 

     └────────────────→丁（善意第三人） 

     设定抵押权 

 （子）丙 

   所涉三个基本法律问题： 

1.该笔土地之所有权属于何人？ 

2.丁于土地上是否取得抵押权，其法律依据何在？ 

3.倘丁实行其抵押权时，土地之所有人有何救济方法？ 

 

二、 土地所有权之变动 

  （一）土地之征收、登记与所有权之移转 

没有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乙是否已自加取得该地之所有权？ 

作者提出了设权登记与宣示登记的区别： 

    1. 设权登记：根据 758 条，不动产物权的移转，除当事人间有让与该房屋

所有权之物权意思合致外，尚须办理登记——绝对登记。 

2. 宣示登记：根据 759 条，因继承、强制执行、公用征收、或法院判决，

于登记前已取得不动产物权，登记只是将已成立之物权变动，诏示于人

之登记，不包含创设物权之效力，不经登记，当事人不得处分——相对

登记。 

 

（二）继承登记与善意取得 

        甲之子丙是否因继承而取得其地之所有权，而致原已乙取得之所有权归

于消灭？否定说。甲之土地因被征收而为水利局乙所取得，自非自子所能继

承。 



        丙可否以不知该笔土地被征收之事实而办理继承登记为理由，主张取得

该地之所有权？否定说。继承是一种事件，非属法律行为，与交易安全无关，

其善意并不受保护。 

 

（三）不动产抵押权之善意取得 

      丁是否以信赖登记为理由，主张善意取得抵押权？ 

       “民法”对不动产物权之善意取得并无规定。作者根据司法院解释及最

高法院判决对“土地法”第 43 条之规定：“依本法所为之登记，有绝对效力。”

作出了解释：为保护第三人起见，将登记事项赋予绝对真实之公信力。 

     即善意第三人因信赖登记，自不动产登记名义人受让取得不动产所有权，

或于不动产上设定担保物权或用益物权者，仍取得其权利。 

 

（四）抵押权之实行与土地所有人之救济方式 

      1. 水利局乙不欲丧失其所有权，得代丙清偿债务，使抵押权消灭。水利

局乙于清偿后，就债权人丁之权利，以自己名义代位行使，对债务人有求偿权。

（第 312 条） 

2. 水利局乙不代为清偿丙之债务，则一旦丁实行其抵押权，债务人丙于

丁受领拍卖价金范围内，债务消灭，受有利益，而水利局乙之土地所有权因抵

押权之实行而消灭，受有损害。此项损害变动并无法律上之原因，故水利局乙

得依不当得利之规定，向丙请求偿还其所受利益（第 179 条）。 

 



（五）不动产抵押权与从物 

（第三册 第 389 页-403 页） 

 

一、 问题之说明 

作者首先说明了不动产抵押权标的物的范围，对抵押权人和一般债权人利益

的重要性，和写作本文的目的。 

并例举了一实例，提出本文研究的基本问题： 

（1）从物之认定。 

    （2）抵押权之效力是否及于其设定后所增加之从物？ 

    （3）从物是否以于抵押权设定时一并办理登记者为限？ 

    （4）不动产所有人将从物让与第三人时， 抵押权人得否追及该从物，以实

行抵押权？ 

（5）于同一从物之上，不动产抵押权与动产抵押权得否并存， 其位序关系

如何？ 

 

二、 从物之认定 

根据第 68 条第 1 项规定，从物具有四项特征：（1）从物须为独立之物，非

主物之构成部分。（2）从物之经济目的，在常助主物之效力，故二者之间，须有

从属的关系。（3 ）主物与从物须同属于一人所有。（4）须交易上并无特别习惯。 

然后依据上述特征，分析案例中物，是否属于设定抵押权之从物。 

（一）生铁千斤 

          非在常助工厂之效用，二者之间不具有主从关系。 

（二）轻便轨道 

根据“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 93 号解释，甲在其工厂内敷

设之轻便轨道，倘非属临时性者，应为不动产。符合从物特征。 

（三）机器 

          实务上才肯定之见解。“司法院”1936 年院字第 1514 号之解释

也采此解。并提出钱国成先生和姚瑞光先生的不同见解，做出了一定解释。 

最后从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变迁思考：  

物权之标的物，须为个别特定之物。因此集合各种机器设备而成之工厂，

除“特别法”有规定外，不得为抵押权之标的物。 

以动产设定担保——质权而已，以占有为要件（第 884 条、第 897 条），

但债务人失其用益价值，质权人难以保管利用，对于双方当事人均属不便。 

因此“司法院”之应解决为“工厂”之“从物”，符合事实需要。 

1955 年“工矿抵押法”明定工厂得就其所有之机械、器具、水电、交

通设备之一部或全部，组成工矿财团，设定抵押权，有助于解决以机器设定

担保之问题。后因“动产担保交易法”施行而废止。 

“动产担保交易法”第 15 条规定不移转占有，设定动产抵押权，兼顾其

用益功能及担保之需要。 

机器本身已可不移转占有而设定抵押权，即以机器为“工厂”之从物之

传统见解，是否有继续维持之必要。 

作者认为较为倾向采肯定说，其主要理由有二： 



1. 习惯法之效力、法律适用之安定性。数十年来，判例、学说及贷与信

用机构均确认机器为“工厂”之从物，倾向认为有习惯法之效力，

一旦变更势必影响法律适用之安定性及就“工厂”已设定抵押权者

之利益。 

2. 发挥集合物之担保机能。肯定机器生财为“工厂”之从物，可发挥

“集合物”之担保机能，弥补“现行法”不承认工矿财团抵押制度之

缺点。 

   （四）附条件买卖（保留所有权）之客体 

         买受人在条件成就前，尚未取得其物之所有权，不满足从物之与主物

同属一人的特征。但于抵押权人得为抵押人清偿价金，使条件成就，于抵

押人（买受人）取得其物之所有权时，再一并拍卖之。 

 

三、 抵押权设定后增加之从物 

从物是否以抵押权设定时已有者为限，抑其后增加之从物，亦包括在内？对

此问题，“最高法院”似未著有明确判决，学说上则有肯定说、否定说及折衷说

三种见解。 

（一）肯定说 

史尚宽先生认为，主从之关系，非依当事人意思之解释，而应依客观

的两物之经济的结合定之也。 

（二）否定说 

          采此说者有曹杰、倪江表、李光夏及李肇伟四位学者。 

1. 曹杰：惟未说明理由。 

2. 倪江表：以抵押权之效力及于设定后所生之从物，“殊有反于当事人之

意思。” 

3. 李光夏：从物之于主物究系二物，故如从物成立于抵押权设定之后者，

仍为抵押权效力所不及。 

4. 李肇伟：双方当事人设定抵押权之初，恒以抵押物之标准以估定抵押

之价额，抵押权设定后增加之从物固不应受抵押权之拘束；且就法条

言，抵押物之价值减少时（即因抵押人之事由减少），抵押权人得请求

抵押人回复抵押物之原状，或提出与减少价额相当之担保（第 872 条）。 

法律乃为持平，由于抵押人减少抵押物之价值既须提出以补足，则由

于抵押人另增之价值自不能以之充作担保也。 

（三）折衷说 

1. 区别动产及不动产。姚瑞光先生：从物为动产者，亦为抵押权效力之

所及；从物为不动产者，其后发生之从物，原则上应不为抵押权效

力之所及，因抵押权之设定非经登记不生效力（第 758 条）。 

        2. 得将后增之从物一并拍卖，但无优先受偿权。郑玉波先生：在抵押

权设定后增加之从物，以一般担保财产购得，如认为包括在内，则

对于抵押权人之利益过分维护，对于一般债权人之利益未免削减。

然若不认为抵押权效力之所及，则当抵押权实行时，只能拍卖主物，

不能拍卖从物，不但无以全主物之经济效用，亦势必因之而贬低主

物之价值。 

 

争议之重点，非在于其是否符合当事人（抵押权人及抵押人）之意思，而是



在于当事人利益之冲突及调和。 

从比较法研究角度，借鉴德国和日本民法、判例、学说，结合台湾现行法律，作

者认为兼顾当事人利益，原则上应认为抵押权效力仍及于后增加之从物，但影响

到一般债权人之共同担保时，则抵押权人于实行抵押权时，虽仍得将从物一并拍

卖，但无优先受偿权。一般债权人主张抵押权人无优先受偿者，应负举证责任。 

 

四、 从物应否于抵押权设定时一并登记 

为抵押权效力所及之从物，是否以于抵押权设定时一并登记者为限？ 

（一）实务上采否定说。 

“司法院”1936 年院字第 1514 号解释、1936 年院字第 1553 号解释也

采取此见解。 

（二）在学说方面，学者见解尚不一致。 

1. 不以登记为必要，抵押物范围之扩张，系基于法律规定，并非依当

事人之意思。 

2. 从物为动产者，不须登记，但从物为不动产者，未经随同抵押权之

设定而登记者，非为抵押权效力之所及。     

作者从制度设计的目的出发，解释认为从物为不动产者，亦无须登记。登记

公示，以免第三人遭不测之损害，交易安全之之目的理想。从物虽未登记，尚不

违背此项公示原则，盖抵押权之效力及于从物，系基于法律之规定，何者为从物，

法有明文，可由外界查知也。 

    动产质权之效力，是否及于从物，未设明文，然依主物之处分及于从物之原

则（第 68 条第 2 项），应类推适用第 862 条规定而肯定之。又质权之设定，既以

移转质物之占有为必要，则其从物须已随同其主物移转其占有时，始为质权效力

之所及。 

 

五、 从物之处分 

（一）在抵押设定之前 

第三人于抵押权设定前就从物所取得之权利，不受影响（第 862 条第 2 项）。

权利包括担保物权、用益物权，但不包括所有权在内。 

（二）在抵押设定之后 

抵押权是否不受其影响，仍能追及于从物而行使其权利。 

依第 862 条第 2 项规定之反面解释及参酌抵押权之优先效力，以采肯定说为

是。  

    1.从物之设质。就质权、留置权，根据第 866 条，抵押权有较为优先受偿之

地位。 

    2.从物之让与。根据 867 条，抵押权人仍可追及物之所在而行使权利，第三

人不得提起异议。作者并从比较法角度，提出“从物之免责”德国民法设有详细

规定可供参考。 

 

六、 不动产抵押权与动产抵押权之并存位序关系 

根据“动产担保交易法”从物为动产者，可设定动产抵押权，即在同一动产

上，发生不动产抵押权及动产抵押权二种抵押权。发生二个问题。 

1. 不动产抵押权与动产抵押权得否并立？担保物权系属价值权，因此在

同一标的物上，数种相同之担保物权。 



2. 二者如果可并存，其位序关系如何决定？ 

原则上应视动产抵押权发生时期而定。因动产抵押权采“书面生效—

—登记对抗”，因此动产抵押权已登记在前者，动产抵押权应较不动

产抵押权为优先；反之则不动产抵押权应享有较为优先之地位。 

 

七、 结论 

抵押权之效力及于从物，扩大抵押权效力之范围，有助于增进抵押权之功

能。 

1. 对于从物的范围：经营工厂者，以厂房及基地（简称工厂）设定不动产

抵押权时，工厂内之原料非属从物，但敷设之轻便轨道在常助工厂之效

用，应属从物。至于机器是否为工厂之从物，数十年来实务上均采肯定

说，作者持支持态度。 

2. 抵押权设定后增加之从物：原则上亦应为抵押权效力之所及，但有害于

一般债权人之利益时，抵押权人虽仍得将从物一并拍卖，但无优先受偿

权。 

3. 登记：抵押权效力所及之从物，不论动产或不动产，均不以随同抵押权

登记者为限，盖从物本身已具公示性，第三人无遭受损害之虞也。 

4. 处分：抵押权设定后，抵押人就从物为处分者，抵押权不因此而受影响，

抵押权人仍得追及其物之所在而行使其权利。 



 

二、读后个人对善意取得制度若干问题之疑问思考 

（一）无权处分内涵的界定 

王泽鉴先生在文中论述了有关不动产善意取得和动产抵押权善意取得制度，

本人在理解全文时，常有疑问：善意取得制度的构成要件——无权处分的内涵是

什么？ 

文中提到台湾“民法”中没有法条直接规定不动产的善意取得，而是根据不

动产的绝对公示公信条款，推导出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之效果。但是案例中，在发

生“错误登记”之情形下，登记权利人根据绝对公示公信之条款，是否可以理解

为不动产之所有人而有权处分其不动产，而不是无权处分呢？ 

动产抵押人，作为动产的所有人，设定抵押权，因为第三人信赖错误登记，

而取得超过动产价值设定之动产抵押权，是否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呢？动产抵

押人是动产所有人，是否可以理解为有权设定抵押权，而不是无权处分呢？ 

带着这些疑问，本人查阅了有关资料并进行了一定思考。 

 

《物权法》第 106 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

所有权人有权追回”，这是我国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有关规定并在下面款

项中明确列举了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条件。 

其中并不包含“无权处分”，但将“无处分权人”作为前提，“无权处分”与

“无处分权人”作为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之一有无区别？其内涵是什么呢？ 

 

学者中主要存在以下几种看法： 

一是出让人对标的物无所有权。无权处分都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了他人，即

原所有权人，所有的财产。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说，《物权法》第 106 条规定“所

有权人有权追回”也似乎论证了这一点。如登记之权利人没有经过其他共有人的

授权或是允许处分了共同所有的不动产。作为共同共有人之一的登记权利人。 

二是所有权受限制。标的物之所有人因法律规定的特殊原因，其所有权受到

一定的限制而不能处分其财产。如破产债权人之无权处分。21 

三是登记错误。在行政机关登记错误的情况下，登记记载的权利人无权处分

了不动产。22 

 

传统学说上采纳多为采纳第一种观点，即“无处分权说”。善意取得制度的

设立是为了平衡原所有权人的利益与善意第三人的冲突，兼顾物的所有权静之安

全和交易安全之动的安全。与善意第三人相比，原所有人通常更易于预测到无权

处分人处分其物的可能性，更应当承担向无权处分人追偿的负担和追偿不能的风

险。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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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制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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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利明：“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研究”，载于《政治与法律》，2008 年第 10 期。 
23

 参见熊丙万：《论赃物的善意取得及其回复请求权》，《法律科学》2008 年第 2 期。 



王利明教授着重提出了动产和不动产的取得方式的不同，认为不动产的无权

处分即是指的第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只适用于动产，而第二种观点在实际中并

不存在。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不动产以登记为权利归属的判断，登记记载的权利人之外的人，在实

际中，很难发生。例外情形是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的权利人，未经过另一方同意

或授权处分其共有房屋。 

其二：处分权受限制之后，所有人再处分财产不适用善意取得。不动产设定

抵押权，依然需要登记，第三人在受让该不动产时，法律推定其对登记内容已知，

不能认定其为善意。 

 

本人认为，确实正如很多学者所说，我国《物权法》第 106 条确立了善意

取得制度，并且将其统一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所有权以及他物权的取得。该条将

动产的善意取得和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合并在一起做出规定，从而简化了善意取得

的构成要件，但是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动产和不动产的物权变动方式不同和差

异，决定了这两者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区别，而法律将它们统一规定不可避

免地需要法律解释在制度协调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善意取得制度的核心

理念和公平正义之原则，本人也觉得王利明先生所述之“错误登记”，也应该包

括在无权处分之情形中，但似乎不仅仅限于此。理由有以下几点： 

 

其一，事实上不动产所有人，因为各种特殊原因，存在与登记簿上法律意义

上之所有人不同的情况。也就是上文所述之“错误登记”情形，无论出于何种原

因，权利人的正当利益应当受到法律保护，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僵硬之形式。 

 

其二，登记簿上的权利人，并非事实上的不动产所有人且明知“错误登记”

之存在。其处分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并不会损害登记薄权利人的既有利益，

因为其事实上并没有对标的物支付对价，明知“错误登记”之公示而产生的信赖

利益不值得法律保护且其有处分恶意。 

 

其三，至于登记的效力，本人任何法律制度都有其例外存在。在法律形式和

实质正义之间发生冲突时，更倾向于保护实质正义，除非法律形式正义涉及法律

的秩序和稳定之利益远远超过实质正义之利益保护，而其并不在此范畴之内。登

记产生的不动产物权之法律推定，存在错误登记的情况下，可以被证据所推翻。 

 

（二）留置权优先性疑问之思考 

1. 留置权优先性的原因 

王泽鉴先生在文中提到了留置权优先性原因，通说认为法定担保物权优先约

定物权并简单地举例证明例外之存在，上述通说之原因，本人也因以前学习过程

如此认为，但王泽鉴先生在文中提出例外之后，本人也似乎陷入了困惑：如果留

置权的优先性处于其法定物权之性质，那么为什么法定物权就优先于约定物权

呢？ 



所以，本人再次阅读资料，寻找问题的答案。 

 

留置权与抵押权并存时，中国相关的规定有：《担保法解释》第 79 条第 2

款：“同一财产抵押权与留置权并存时，留置权人优先于抵押权人受偿。”《海商

法》第 25 条第 1 款：“船舶优先权先于船舶留置权受偿，船舶抵押权后于船舶留

置权受偿。”《物权法》第 239 条：“同一动产上已设立抵押权或者质权，该动产

又被留置的，留置权人优先受偿。”那么留置权优先于抵押权的依据是什么？ 

 

通说认为：留置权是法定担保物权，抵押权是约定担保物权，法定担保物权

优先于约定担保物权。24 

 

但本人陷入的困惑是：根据物权法定原则，抵押权、质权都是法律规定的担

保物权，也是根据法律规定而产生，“法定权利和不违背法律的约定权利本身应

无高低之分”25，为什么法定抵押权优先于约定担保物权呢？ 

 

查阅有关资料，找到了若干后发生的留置权优先性较为让人信服的理由，大

致有如下： 

其一，留置权的产生原因。留置权人在正常业务活动中对标的物进行加工、

运输、修理、保管等，是对其提供的担保物保进行了保值增值服务，虽但没有损

害在先的抵押权，相反，留置权人增加了担保物的价值，保全了在先的担保物权

包括抵押权，而保全其他担保物权的担保物权理应优先。 

其二，留置权之直接占有。留置权人占有留置物，以其作为债权优先实现的

保障，其直接占有可以径直对担保物留置和变价，具有现实基础。 

其三，留置权的性质。留置权人对他人的动产进行加工、运输、修理、保管

等服务，更多的是一种劳动债权，优先于其他担保物权的债权。26 

 

对于第三点理由，本人对劳动债权的优先性有一点疑问，就美国破产法清偿

中职工报酬之债，与一般债权顺位相同。也被其他大多数国家所承认。 

 

从实际操作和利益衡量角度去思考，本人认为的理由由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生活常理中，由进行保管、加工、维修、运输业务的潜在留置权人对

标的物是否设定了抵押和质押进行查询，不必要地增加了其负担，而且也没有实

际操作的可能对日常经营中的所有标的物一一查询。 

其二，如果法律规定了留置权顺位在后，即使保管、加工、维修、运输人通

过查询或其它途径得知抵押和质押权利的存在，为保护自身利益，其会要求预先

支付等方式解决或拒绝提供服务，则更不利于抵押和质押权人的利益。 

其三，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而一般留置权产生的债权数额很少，对抵押权人

的利益损失不大，似乎没有必要为此牺牲对留置权人的公平正义之保护。 

其四，留置权人增加了标的物的价值，对抵押权人和质押权人而言也是十分

有益的，如果没有留置权人对标的物的保值增值，抵押权人和质押权人之担保物

权根本无法很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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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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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萧斌：“同一财产上担保物权并存之顺位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年，第 38 页。 



 

2. 留置权人之善意  

王泽鉴先生在文中提到，我国台湾地区的“动产担保交易法”第 25 条规

定“抵押权人依本法规定实行占有抵押物时，不得对抗依法留置标的物之善意第

三人”。本人产生的疑问是：此处的善意如何理解，是指当事人不知情，或应当

知情吗？ 

 

根据上文对留置权优先性的理由来看，似乎当事人即使对标的物上先已经存

在的抵押权或质权，也应该享有留置权。 

 

那么此处的非善意是否就是王泽鉴先生在下文举例中的“恶意串通”呢？ 

 

现实中存在抵押人为躲避抵押权实现，利用留置权优先之制度可能，与他人

串通，对抵押物虚设留置权或者故意制造事由发生不必要的留置权，有甚者隐藏、

转移、私自处分抵押物而进行运输、保管等，这属于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恶意串

通行为。 

那么，根据《民法通则》第 58 条、《合同法》第 52 条，恶意串通之行为本

身即是无效的，留置权不成立。 



一、物权行为制度阅读笔记 

（一）总则编关于适用法律行为之规定对物权行为适用之基本问题 

（第五册 第 1页—46页） 

 

一、 概说 

作者提出写作此文的目的。 

物权行为理论，不仅初学者深感困惑，实务上也迭生疑义。原因总则教

科书关于法律行为之论述，偏重于债权行为，而物权行为，多认为可适用总

则关于法律行为之一般规定，而未详论。 

二、 物权行为之理论体系 

（一） 问题之说明 

从实例出发，关于物权变动，作者从比较法的角度提出四种模式，

并提出问题应该采取何种制度？ 

（二） 民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 

    从民法角度提出，判例和学说之一致意见，物权变动在债权行为

外，尚承认独立之物权行为。并从三点具体说明：其一，就民法 758

条、761 条，作者以其文义、体系地位、比较法及规范目的法律解释

研究方法，指出为民法关于物权行为之基本规定；其二，总责编法律

行为和处分行为，包含物权行为为规制对象；其三（本人此处稍有疑

问），不当得利制度系建立在债权行为及物权行为之区别及物权行为

之无因性之上。27 

（三） 物权行为之意义 

1. 问题：物权行为之定义。 

胡长清先生认为，物权行为，是发生物权法上之效果之法律行为。

其他学者多采类似定义。 

姚瑞光先生则认为，物权行为，是由物权的意思表示与登记或交

付相结合而成之要式行为。 

2. 德国学者之见解 

此项争论，早在德国民法制定之际，即已发生，历时百年，尚无

定说——物权合意是否即是物权契约？ 

争论之原因：有学者认为法律行为以发生一定法律效果为必要。 

但目前具有代表性之物权法教科书，肯定物权的合意本身即为物

权契约。认为法律效果并非契约概念之必要部分，第三人同意之契约、

无效或不生效力之契约。 

3. 本文见解 

                                                             
27

 作者此处认为，因为不当得利制度是以物权行为之独立性及无因性为其前提的，所以不当得利制度的存

在就是证明民法上对物权变动的第四种模式的承认，不知自己如此理解是否曲解作者的真实意思表示，但

从中国大陆民法制度规定来看，通说认为没有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但由于善意取得制度的存在，不当

得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并没有作者在上文所述成为无因性之前提，所以本人此处稍有疑问之处。 



物权的意思表示，本身即为物权行为，登记或交付则为其生效要

件。理由有以下四点：（本人此处对第二点、第四点略有疑问之处，

理解上较为困惑） 

（1） 学者认为物权行为是要式行为，但作者观点，方式指的是

“书面形式”等，而交付、登记不同，即此处与一般要式

行为不同，严格来说，应属“要物契约”。 

（2） 不动产登记是公法上的行为，不能作为私法上法律行为的

构成部分。28 

（3） 从第 758条文义解释出发。 

（4） 将物权行为与登记分开具有实益。并举例证明：当事人在

完成让与合意后，完成登记之前，发现受诈欺。如果认为

登记是物权行为的构成部分，则须等完成登记后才可以撤

销，即完成意思表示始能撤销。作者认为物权的意思之无

效在登记前已确定，等到行政机关办理登记之后才能主张

不合理。29 

                最后，作者总结物权行为法律性质之争论，基本上是理论上的

问题。物权变动的双重构成要件：物权合意，登记或交付。 

（四） 物权行为与公示 

    登记或交付都是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作者从四点论述了物权行

为与公示之间的关系。 

（五） 物权行为之体系 

 

   承接上文，作者清晰地阐释了法律行为体系，并提出物权行为

中最值得研究的问题是：其一，总责编关于法律行为之规定对物

权行为之适用；其二，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之关系。下文就这两

个问题作者展开详细的论述。 

三、 物权行为之成立 

                                                             
28

 本人理解上的疑问：为什么不动产登记是公法上的行为呢？是否因为不动产登记之处都属于行政机构，

所以才推导出不动产登记是公法上的行为。如果是这样，随着社会发展，如果不动产登记功能逐渐从国家

行政机构转移到私人机构，如中介机构等，现在国外也有此趋势，是否可以认为不动产登记不在是公法上

行为，是国家管理行为，而仅仅只是发挥公示作用，是私法上的行为了呢？ 
29

 本人对于第四点举例中的推论是这么思考的：如果以前说物权行为的成立由物权合意，登记或交付相结

合，而不是物权行为因意思表示而成立、登记或交付生效。也不会发生作者提到的发现诈欺时，须等到登

记结束才可撤销不符合实际之情况，因为若按前说，物权行为的成立需要物权合意、登记或交付二者同时

满足，则在登记之前，物权行为则没有成立，如何需要撤销之说呢？ 



    作者分单独行为、物权契约精简地介绍了物权行为的条件。30 

四、 物权行为之有效要件 

（一） 行为能力 

（二） 标的之适法与妥当 

1. 物权行为违反强行规定 

2. 物权行为违反公序良俗 

作者分析总结了梅仲协、史尚宽、洪逊欣先生的见解，通说之

基本观点：物权行为本身原则上不具有反社会性，不因有悖于公

序良俗而无效。 

3. 暴利之物权行为 

乘他人之急迫、轻率或无经验 显失公平——可撤销 

（三） 意思表示 

1. 虚伪之物权的意思表示 

意思表示无效，但不得以其无效对抗善意第三人。 

2. 物权意思表示之错误 

可撤销，但应负信赖利益之赔偿责任。同一瑕疵。 

3. 物权的意思表示受欺诈或胁迫 

可撤销，不得以之对抗善意第三人。同一瑕疵。 

（四） 物权行为之要式性 

不动产物权契约：在方法论上，作者提出应从民法之立场加以处

理，而不能从土地登记规则来解释民法。 

五、 物权行为之附条件及期限 

在附条件之物权行为中，作者从比较法的角度提出，附条件买卖条文，

仿自美国之附条件买卖法，因为英美法上没有物权行为，作者对此概念进行

清晰。买卖契约并未附条件，其附条件者，乃物权行为。即史尚宽先生所称

“所有权保留契约”。 

六、 物权行为之代理 

（一） 直接代理 

1. 物权意思表示之代理 

2. 交付 

作者提出，交付乃事实行为，不得代理。民法不承认占有代理。

代理人只能以占有辅助人或间接占有人之地位，完成动产之交付。 

（二） 间接代理 

作者举例说明，本人并不直接取得所有权，为维护其利益，可与

间接代理人先为移转所有权之让与合意及占有改定。 

七、 物权行为与无权处分 

作者着重提出了无权处分与无权代理之间的区别。无权代理之物权行

为，效力待定，相对人对代理权之信赖，并不受保护。 

八、 物权行为之解释 

契约的补充解释：因才物权法定主义，除民法或其他法律有规定外，不

得创设，当事人意思活动余地较窄，解释必要性相对减少。 

                                                             
30

 作者提到物权契约之成立，物权编未设特别规定，总则编也未设契约成立之一般规定，因此应类推适用

债编有关债权契约成立之规定。 并在引注中提到了梅仲协先生在民法要义中的内容，介绍了有关民法典体

系安排中的内容，受益匪浅。 



法律行为解释之一般原则：探求当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与所用之辞句。 

九、 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之关系 

    作者总结了在物权无因性理论检讨、物权行为错误与不当得利二文中的

观点，并用详细的举例、图示等方法分情况具体阐述两者之间的关系。 

十、 结论 

    作者就总责编关于法律行为规定对物权行为适用之基本问题，加以整

理、分析及检讨，有助于建立法律行为之理论体系，并合理得处理实务上之

疑难问题。 



（二）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检讨 

（第一册 第 310页——333页） 

 

一、物权行为无因性之意义 

作者先简要提出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的地位和讨论研究之必要性，并从概念

阐释入手，理清与相关概念的边界和关联，层层剥离直达核心，为下文讨论铺垫

好研讨基础。 

 

（一） 概说 

物权行为无因性是物权法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最具抽象性和技术

性。论述研究之必要性。 

（二） 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 

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意义及其适用上的关联。 

（三） 物权行为之独立性及其构成要件 

物权行为是指使物权之设定或移转直接发生变动之法律事实，必须具

备意思表示及交付或登记二项要件。 

（四） 物权行为无因性之意义 

债权行为不成立或无效，但物权行为本身有效成立：买受人能否取得

标的物所有权，将视物权行为是否受债权行为的不成立或无效之影响而定。

即是物权行为的“有因”或“无因”问题。 

     1. 原因之意义 

        法律行为之原因，系指基于给付所欲追求之典型通常之交易目的，

或是基于此交易目的而欲实现的法律效果。 

     2. 要因行为 

        依法律规定，某项法律行为之原因应吸入该法律行为之中，成为其

一部分。给付行为之生效系属于原因之实现或双方当事人对原因之有

效合意。当事人对原因未为有效合意——不成立；原因违法或不能——

不生效力。 

      3. 无因行为 

         为交易安全之目的，基于政策之考虑，立法者常将原因从特定的

法律行为中抽离，是原因不成为法律行为之内容。原因之欠缺或不存

在，法律行为不受影响。 

（1） 债权行为原则上要因行为——任意规范 例外：票据行为 

（2） 处分行为原则上无因行为 

 

二、物权行为无因性在台湾现行法上之依据 

对台湾现行立法和其继受之德国立法理论实务中的无因性理论作了精

简明了的介绍，并提出物权行为是否有因或无因，不仅是逻辑的关系，而且

是一项依据价值判断及利益衡量来决定之立法政策问题，从而展开下文的理

论阐释。 

 

三、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之功能 



简要概述了其有助法律适用、德国民族抽象概念思维偏好、交易安全之

保护之功能。 

 

四、无因性理论下当事人之利益状态 

对出卖人甚为不利，债权行为不成立或无效时，丧失所有权，仅能主张

债权上之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第三人，在恶意情形之下仍取得所有权。 

物权行为无因性是台湾物权法之基本原则，作者在此文中讨论当事人间

及对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一方面可以帮助理解无因性理论的实际作用，

另一方面可以认识无因性理论的优点缺点，作为法律解释及立法政策的参

考。 

无因性理论有利于法律交易活动及公平正义原则的功能，在解释上应尽

量发挥；反之的缺陷则在解释许可范围内，予以限制，在立法政策上并应加

以检讨，提出改进建议。 

 

五、物权行为无因性之相对化 

（一） 缺点 

制度违背生活常情、不利保护出卖人之利益、主要功能保护交易安全

可由善意保护制度完全替代。 

（二） 无因性之相对化 

     学说判例利用解释方法，尽量限制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同命运，限制

无因性理论指适用范围：条件关联、共同瑕疵、法律行为一体性。 

（三） 物权行为之违法性 

通过总结史尚宽、洪逊欣等学者的观点，认为物权行为技术性，在公序

良俗上中立之通说见解。但也不能因此认为物权行为绝对不致因违反公序良

俗而无效。并通过比较法的角度，提出德国最高法院逐渐倾向于检查物权行

为之价值内容，以提出此发展倾向，供参考建议。 

 

六、立法政策之检讨 

对物权变动模式提出思考。 

      从比较法的角度，考察法国民法纯粹意思主义，程序简单，便利交易活动

的优点。但物权变动欠缺足由外界辨识的表征，不利交易安全。 

      作者总结上文，提出通说多方设法使物权行为之效力系属于债权行为，使

物权行为成为有因性。逻辑上欠缺一致性。物权行为是否有独立存在价值，

殊有疑问。认为买卖而言，当事人除有成立债之关系之意思，尚有转移标的

物所有权之意思，在标的物所有权非即时转移之情形时，特别明显。 

      最后得出结论，宜采取意义主义 与交付原则之混合制度。 

 



（三）物权行为错误与不当得利  

（第五册 第 133 页—149 页） 

 

本文结构： 

作者从判决事实为起点，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层层抽丝剥茧，抽象出案件的争

议点和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和适用规则，经过理论分析得出案件的最终结论。 

通过判例所涉案件的分析，从另一个角度分析了物权行为错误时不当得利制

度的适用条件和原理，具体阐释了相关的法律，在对值得商榷的相关判例提出建

议的同时，与直接对法律进行正面阐述的方法相比，由于对裁判的分析检讨更加

具有针对性，为以后法官的裁判具有更直接的参考价值，也为法律学习者提供了

更为容易理解的理论分析基础。 

 

一、 判决 

（一） 事实 

被上诉人系本于其法定代理人李炳煌与上诉人及其他共有人分别订

立之买卖契约（债权契约），由上诉人及其他共有人指界分割为 27613 号，

再订立土地所有权移转契约（物权契约），然后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为被上

诉人所有。其后发现所移转土地所有权之坪数实为 217.39 坪，超过买卖契

约上所订立的 106.6 坪。 

（二） 争议问题 

被上诉人是否受有 110.79 坪之不当得利。易言之，被上诉人之受有

利益（110.79 坪土地所有权） 致甲之受损害，是否具有法律上之原因？ 

（三） 判决观点和理由 

没有。其取得所有权，即非无法律上之原因。纵如上诉人主张有错误

情形，在未撤销其错误之意思表示以前，难谓被上诉人之取得所有权，系无

法律上之原因，即无不当得利而言。 

 

二、 分析检讨 

（一） 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 

作者首先从法条出发分析，肯定了判决中明确区分债权契约和物权契约

的做法。然后分四点具体说明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提出判决中让与土地坪

数超过买卖契约时，是否成立不当得利存有疑问。 

 

（二） 登记错误与不当得利 

登记错误本身之错误，与物权契约不关。但登记本身实具有财产上之利

害关系，得依不当得利之规定请求其为土地登记簿之更正。就案例事实观之，

此项错误，似非纯为登记错误。 

 

（三） 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之错误 

最高法院认为其得撤销之错误表示，指买卖契约。但作者认为，根据案

例事实，买卖契约上之意思表示，似无错误，其有错误者，是指界分割移转

土地所有权之物权契约上的意思表示。所以，案件争点：债权行为虽有效成



立，但物权行为上之意思表示有错误而未撤销之前，其因物权行为而受有利

益，是否无法律上之原因。 

 

（四） 物权行为错误及其法律效果 

1. 物权行为错误 

意思表示之内容有错误：当事人之资格或物之性质，交易上认为重要者。 

债权行为：如法律行为性质之错误。 

物权行为：如“同时作成”者，同一瑕疵。 

2. 物权行为撤销时之法律效果 

物权行为上的意思表示有错误时，分三种情形分析了其法律后果。 

争议点：物权行为具有意思表示上之错误，而债权行为并无瑕疵，处理

问题在下文具体分析。 

3. 不当得利请求权 

（1） 物权行为被撤销：无权占有——可主张返还标的物“占有”之不

当得利请求权——物上请求权。 

（2） 物权行为未经撤销：法律行为（债权行为）是给付行为之原因。

被上诉人取得，超过买卖契约约定坪数的土地所有权，无法律上

的原因，成立不当得利。因为其超过部分，被上诉人没有债权，

其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损害，无法律上的原因，应负返还义务。 

在撤销权于意思表示后经过一年而消灭时，重大实益。 

三、 结论 

基此案例似可确立如下之原则：其一， 债权行为（如买卖契约）不存

在（如因错误被撤销）时，其依物权行为取得之权利（如所有权），系无法

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损害，应成立不当得利；其二，债权行为

本身（如买卖契约）虽有效成立，但因物权行为错误而给付标的物以外之“他

物”或数量超过时， 买受人对之既无债权，其受有利益，致他人受损害，

无法律上之原因，即有不当得利之可言。 



二、个人对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抽象性疑问之思考 

 

王泽鉴先生在文中，立足于台湾“民法”的具体规定，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和

阐述，其中也对物权无因性进行了检讨和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有关物权行为，通

过阅读王泽鉴先生的文章，本人对制度有了初步的理解，但是物权行为理论是一

个深厚的学术话题，关于其独立性和抽象性的讨论，学者之间一直争论不断，查

阅最近的民法论文和研讨论坛，仍可以发现有关它的讨论，包括了立法论和解释

论。 

（一）学者观点 

其中，本人较为疑惑的是我国物权法是否承认了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抽象

性？学者之间仍存在争议。本人检索了有关的论文，在制定过程中，关于是否应

当采纳物权行为理论，可以分为否定说和肯定说两大类。其中，否定说可分为绝

对否定说和相对否定说。绝对否定说认为，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不需要物权

合意，仅需要债权合意即可。31相对否定说认为，物权变动乃是基于物权变动的

效果意思而发生，但这种意思表示与债权意思一并表示，不具有独立性，不构成

独立的法律行为。32肯定说则认为《物权法》的很多条文都体现了物权行为理论。
33 

 

很大一部分学者都得出了否定的答案，如梁慧星、陈华彬、王利明等学者，

引起我注意的是田士永教授的论述，他一直对物权行为有很深入的研究，物权法

出台前其从立法论的角度，认为中国应该坚持物权行为无因性；在颁布后又从物

权法解释论的视角分析，具体制度中的相关规定，得出我国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

和抽象性的观点。34 

（二）田士永先生之论文分析 

1.文章的主要内容 

《物权法》公布之后，对于《物权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理论，解释上见解

不同。作者以《物权法》中，关于不动产所有权转让的相关规定为基础，分析其

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和抽象性。 

 

一、物权法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 

                                                             
31

 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5 页。 
32

 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73 页及下页。 
33

 参见葛云松：“物权行为：传说中的不死鸟——《物权法》上的物权变动模式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学

报》2007 年第 6 期。 
34

 田士永：“物权法中物权行为理论之辨析”，《法学》，2008 年第 12 期。 



作者首先从物权行为的含义出发，思考是否承认物权行为。其认为分

析物权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可以从该法中是否承认变动物权关系的法律行

为入手。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认为物权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不动产所有权转让

需要何种法律行为，而只确定了物权行为加登记才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

果。而且从比较法的研究角度出发，与德国的有关遗赠规定对比，认为中国

遗赠取得所有权的规定反映物权行为存在，所有权善意取得制度也再次佐证

了是基于物权行为而发生的。 

 

二、物权法承认物权行为的抽象性 

以比较法和历史研究的角度，作者认为立法例承认物权行为及其抽象

性，表现在法律没有将“原因”作为影响物权行为发生效力的要件。而我国

《物权法》等现行法律没有关于将原因作为“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不动产物权的合同”的构成要件的规定，所以得出法律承认物权行为抽象性

的结论。 

 

三、对《物权法》立法过程中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的分析 

制定过程中立法者根本没有考虑物权行为理论问题，至少未将其作为

重要问题加以讨论，作者由此推论立法者对于物权行为理论的立场很可能，

是坚持了此前中国既有法律的处理而未予变化。物权法之前的既有法律规

范没有否认物权行为，通过对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条文的解释，作者认为其

并未否认不动产所有权转让中的物权合意。 

 

四、结论 

         从法律解释的角度看，考虑其制定过程，作者认为物权法中基于法律

行为的不动产所有权变动中承认了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抽象性。 

2. 本人对田士永先生上文的一些疑问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分析物权法中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中，作者从物权

行为的含义出发推导，论证的基础和法条分析的理论预设，是物权行为效果意思

指向直接的权利变动（区别于债法行为，效果意思指向负担的设定）。而这正是

分离原则的核心理念：以各行为中的效果意思的不同和分离为基础。但这理论预

设，本人认为正是需要证明之结论，即是物权法中是否承认独立性之证成。 

 

在第二部分的物权行为的抽象性法律解释论证中，作者认为承认抽象性之立

法例中明确规定排除“原因”，作为影响物权行为发生效力的要件。而我国《物

权法》等现行法律没有关于将原因作为“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

权的合同”的构成要件的规定，就是对物权行为的抽象性原则的承认。 

本人觉得，虽然承认抽象原则的立法例中，如德国，明确规定了原因不作为

物权行为发生效力的要件。但我国物权法第 15 条中，是否是规定物权行为仍存

有争议暂且不论，而且其没有规定原因作为其构成要件也并不必然能推导出抽象

性。这是一个充分和必要性条件的混淆。 

 

第三部分中，作者根据物权法制定之前的既有法律规范没有否认物权行为



得出肯定答案。但是本人疑问的是，没有否认是不是就是“承认”呢？本人似乎

倾向于理解不同等同，认为没有否认不能直接证明本文的结论，物权法中基于法

律行为的不动产所有权变动之规定，承认了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抽象性。 

 

（三）个人思考 

1. 历史变迁 

田士永教授文中提到的一点让本人受到启发的是：既然在物权法制定之前没

有对物权行为加以重点讨论，很有可能是坚持了中国既有法律的相关规定。那么

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从中国有关规定进行一定梳理，追本溯源，考查其思路变化

过程。 

 

我国在《民法通则》颁布前，立法关于物权变动未设明文。民法理论与实践

所持的立场是，允许双方当事人在买卖合同中就标的物的所有权的移转作出约

定。当事人无约定时，所有权移转的时间依标的物是特定物还是种类物而分别确

定：标的物为特定物的，所有权移转的时间依标的物的所有权在合同生效时移转

与买受人；标的物为种类物的，所有权的移转时间在标的物交付之时。但这是采

纳了苏俄 1922 年民法典第 66 条规定的结果。《民法通则》第 72 条，采纳了按照

合同或其它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除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外，财产所

有权自财产交付时移转。是采纳了苏联 1964 年民法典第 135 条的新规定。2007

年通过的《物权法》第 23 条继承了这一规定。35 

至于不动产，民法通则、物权法和各种民事单行法36对其都有规定。 

2. 两点争议 

其中争议性较大的是： 

物权法第 15 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

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

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田士永先生认为，根据“有关”二字文义解释，是法律效果在于设立、变更、

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即是物权合同。但此解释又与本条后段中“未办

理物权登记，不影响合同效力”相冲突。 

葛云松先生虽然肯定了物权行为理论，但却认为第 15 条合同是指债权合同，

但是在债权合同生效后，要完成物权变动，除了满足登记要件之后，是否还需要

当事人之间发生物权合意，本条并未规定。他认为，物权合意体现在登记申请上。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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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制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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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 6 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第 40 条、第 60 条、《土地登记规则》第 25 条。 
37

 参见葛云松：“物权行为：传说中的不死鸟——《物权法》上的物权变动模式研究”，《华东政法大学学

报》2007 年第 6 期。 



可以看出我国物权变动的方式，绝不是原有的意思主义，这已经随着社会

变迁“交易安全之需要”而发生改变。现有的法条没有直接规定物权变动过程需

要物权的合意，也没有明文规定构成要件需原因行为。 

 

“登记”和“交付”的性质是什么呢？ 

法律效果是由法律事实引起的，法律事实之中包含法律行为。物权法要求不

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需要登记才能发生效力。涉及到一个问题是：

引起物权变动的法律事实到底是什么？ 

如果认为债权行为加登记发生不动产物权变动，产生的问题是债权行为为何

发生了物权效果？正如张俊浩先生所述，“先得有被公示的东西确定存在，然后

才是对其公示，债权行为不产生物权，为何公示后就产生了物权？如果公示，也

只是公示了债权而不能直接变成了物权。”38 

3. 比较法角度：殊途同归 

王泽鉴先生文中总结了物权行为的性质中，提到了与债权行为之“效果意思”

的区别。从司法实务的角度出发，现实中当事人在履行某项转移所有权的义务，

或登记或交付，内心也必定包含移转所有权的意表示。“买卖合同只是约束双方

当事人之间有履行合同的义务。就买卖而言，当事人除有成立债之关系之意思，

尚有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之意思，此在标的物所有权非即时移转之情形，特为显

著。” 

在社会经济并不是十分发达时，即期交易是商业中最主要的也是占绝大多数

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非即期交易、远期交易等方式越来越多地占据商

品贸易的比重，也就是买卖未来之物。发生变化的是，签订买卖协议时，作为合

同的标的物还并特定，甚至还不存在，与合同标的物特定原则产生矛盾。各国民

法虽制定了不同的制度解决这一问题，但是可以看到最终都是殊途同归的。 

 

以买卖为原型。任何国家，不同历史阶段有两种形式：一是现物即时清结的

买卖，标的物特定，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二是现物的但不即时，或是未来物。 

法国民法典颁布比德国民法典早百年，即时移转所有权的买卖是法国民法上

的典型。标的特定、处分权，意思自由、意思自治是其核心。合同一经签订，所

有权即发生移转，也就是说可以提出移转占有的要求。对于无权处分的规定中，

法国法出卖他人之物无效（不等同于自始无效，绝对无效），是因为即时移转所

有权。后由于非即时移转的买卖方式发展，创设了“预约合同”之制度，双方当

事人之间成立缔约移转所有权合同之义务。 

德国民法则把不需要即时移转的买卖作为典型，可以看出当时经济发展之变

迁。物权变动合意，动产的外观的协议即交付，不动产则为登记。交付不再是单

纯的事实行为（合同中有债权变动的合意和物权变动的合意，加要式物移转）。

行为能力是构成要件。其他现代法也意识到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买卖合同的显著区

别。法国德国涉及到权利的变动，到要求合意、标的物特定、优先权原则、处分

权等要求，殊途同归。 

英国即时移转的买卖称为 sale ；而不是即时的称为 agreement for sell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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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中德私法研究学术沙龙》，载《中德私法研究》2006 年第 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51-252 页。 



转时动产需要 transfer （特点是 right of disposal 、所有权、占有、特定物），不

动产需要 converse。在另一方面来说，都只是各有不同解决的方法而已。前苏

联民法也区分标的特定物和分类物、分阶段效力。 

4. 结论 

本人认为，若是债权合同加交付和登记就发生物权变动，承认交付的特定效

力，其实本质上还是承认了存在物权变动合意的，与德国法国模式本质上没有区

别。 

推理如下：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物权法第 28 条前后是不同的物权变动方

式。前是法律行为变动物权的方式；后是以法律行为之外的其他方式变动物权。

在法律行为方式变动物权中又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两方面。其中第 6 条规定不动产

登记，动产交付。这是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而公示的意义在何处呢？公示原则

主要保护交易安全，主要是法律行为方式变动物权方式才需要公示公信。如果不

是法律行为，则完全没有公示公信的必要。这也是法院判决、继承等方式取得所

有权不需要登记的区别之所在。那么是否可以得出结论登记只是宣示性登记，不

是造权性登记呢？ 

第 9 条规定了登记生效，而第 15 条规定当事人订立有关物权设定、变更、

消灭的合同，此处的合同内涵指的是什么呢？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消灭可

以理解为法律事实，还可以理解为法律后果。在物权法上，一般指的是法律后果。

从文义解释的角度，法条用词“设立”而不是“产生”，突出了“转让”，是法律

事实问题，因为发生、变更、消灭是指的法律后果，而设立、转让是跟特定主体

相连。后面 14 条法条规定了不发生效力之情形。而也只有法律行为，法律对其

进行了效力性控制，有成立、生效之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