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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民法制定或翻修的浪潮中，如果說有什麼不變的理念，應該就是對個人自

由意志的信任，作為市場經濟基礎建設的財產法，尤其如此。從而把必須因時因

地制宜的管制性立法，放在民法典之外，始終還是比較容易操作的體例1。對民

法典的立法者而言，則更需要檢討法律強制介入財產秩序的方式和程度，建立一

套比較一致的判斷基準。在傳統的財產法領域中，物權這一塊法律的介入向來最

深，多數的大陸法系國家明確的採行物權法定主義，物權的變動雖然在多數情形

下是自由的，但所謂法定物權仍然不少，台灣近年修法更有增加的趨勢。對於物

權法定主義的妥當性，筆者已作過多面向的討論2，本文仍從私法自治的基本理

念出發，擬再對法定物權的問題，作比較全面的整理，供兩岸立法者參考。以下

即以台灣的民法典（下稱「台民」），行政院所提物權編修正草案（下稱「台物草」），

和大陸的合同法（下稱「陸合」），物權法草案（下稱「陸物草」，以 2004 年 10
月 15 日委員長會議審議稿為本），作為主要的討論和比較對象，先釐清「法定物

權」的內涵，特別是它和同屬國家強制的「物權法定」，如何作一個明確的區隔

（第一節），然後檢視散見於民法典和特別民法的各種法定物權背後，有哪些不

同的目的（第二節），再轉到民法文獻一直不太重視的成本思考，事實上法定物

權的設計不但不是零成本，某些法定物權還製造了不小的社會成本（第三節），

最後再綜合利弊，提出立法政策上的建議（第四節）。

一、物權法定與法定物權

1、釐清法定物權的概念

假如我們把物權定性為一種存在於特定物或權利上的、有對世效力的財產權

關係3，所謂的物權法定主義，就是限制這類財產權關係的種類與內容，都由法

律規定（台民第七五七條，陸物草第三條），不論其發生是源於交易或非源於交

易。與此相對的是債權關係的立法原則，對於這類只有相對效力的財產權關係，

只要是因交易所生者，不論種類或內容，原則上都可以自由約定。在以交易為財

產關係形成主要原因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物權法定主義的立法政策，便使得契約

自由對於物權只有「要不要」交易的自由，而沒有交易內容的選擇自由。對於債

權，卻可同時有要不要和如何的選擇自由4。

我們所說的法定物權，則是從物權的「發生」來界定，凡非經交易，也就是

1 參閱蘇永欽，私法自治中的國家管制─從功能法的角度看民事規範的類型與立法釋法方向，收
於「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元照，2002 年，頁 6-11；民法典的時代意義，月旦民商法雜誌，
第 3 期，2004 年，頁 117
2 參閱蘇永欽，物權法定主義的再思考－從民事財產法的發展與經濟觀點分析，收於「經濟法的
挑戰」，1994 年，頁 1-58；物權法定主義鬆動下的民事財產權體系－再探大陸民法典的可能性，
月旦民商法雜誌，第 8 期，2005 年，頁 110-142
3 前註（2005 年），頁 111-115
4 交易本身當然還是可以摻雜物權和債權的安排，當物權被法定以後，用債的安排來補物的不足
尤其常見，比如土地所有人與地上權人在設定地上權的契約中約定多項有關該土地利用的事項，
雖不得登記，但仍有相互拘束的債權效力，在德國稱此為「伴隨的債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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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經由自由的意思表示，單方或多方合致而依其意思發生變動效力，逕依法律規

定即可發生的物權的變動，就稱為法定物權，相對於此的可稱意定物權。故物權

法定和法定物權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範疇，前者和債權自由，是針對兩種法律關係

所定的兩個相對的財產法原則，標的是法律關係的「種類和內容」。後者和意定

物權，則是就兩種不同原因的物權所做的二分法，區隔的基礎是「發生的原因」。

邏輯上，採取物權法定主義的原則，使所有物權的種類和內容都只能依法律所

定，仍然可以不設任何法定物權，使物權的發生全由交易者決定。反之，物權即

使從法定轉向自由，交易者已經可以自己創設物權的種類或內容，也還是可以基

於政策考量，讓某些物權在法律規定的情形下當然發生。足見物權法定和法定物

權之間，沒有邏輯上必然的關聯。惟從國家介入財產權關係的角度來看，物權法

定已經對財產權的內容構成甚大的限制，在物權法定原則下的法定物權，則是從

「要不要」到「內容如何」，都由國家的法律來決定，對相關當事人的契約自由，

自然造成最大的限制。

不過一般教科書使用到法定物權的概念時，寬窄不一，比如對所有權依法發

生的情形，如動產的添附、加工（台民第八一二至八一五條，陸物草第一一九、

一二０條）很少稱為法定物權，多只用於在他人物權上依法發生限制物權的情

形，碰到物權存續中發生的物權變化，有時會被指涉為一種法定物權，比如法定

地上權（台民第八七六條），有時又當成該物權本身的效力，比如典權人對典物

的留買權（台民第九一九條、陸物草第一九九條第一款5）。因此為了進行有意義

的討論，我們還需要把這個概念作更精確的釐清。首先，所謂逕依法律規定即生

物權變動，只是排除依當事人以一定法效意思所生的變動，倒不是說，立法者直

接形成特定物權的變動。法律還是抽象的設定一些要件，符合要件時，特定物上

就會有物權的變動。這時無論發生得喪變動的是所有權或限制物權，既然都是依

法即可發生，其合理性都需要加以檢驗，因此法定物權的概念若排除所有權的法

定取得，當然會使討論不夠完整，本文就此即採比較廣義的概念，把這些法定的

所有權得喪都納入。但有時在抽象的法律規定以外，還要經過其他公權力行為才

發生物權變動，比如徵收的處分，或承墾人承領荒地而取得耕作權（台灣土地法

第一三三條），或以物權性質的抵價地領回權替代金錢補償的處分6，這是行政行

為，又比如分割的裁判，典權的除去（台灣司法院釋字第一一九號解釋）或強制

執行，這是司法行為。大陸土地未開放私有，但有意藉市場機制提高利用效率，

各種承包經營權都是經由行政處分或行政契約取得（陸物草第一二九條），宅基

地使用權也是如此（陸物草地一六０條）。若把這類依法行政或依法裁判所生的

5 大陸立法體例稱條以下的單位為款（大陸立法法第五四條），台灣則稱項（台灣中央法規標準
法第八條）。
6 政府為了減輕財政負擔﹐順利推動區段徵收業務﹐有意修改土地徵收條例﹐把現行區段徵收地
價補償的現金補償原則改為以發給抵價地為原則﹐考慮到發回抵價地通常要等二到四年﹐對於等
待補償的土地所有人會造成不小的經濟壓力﹐所以想出把領回抵價地的權利創設為一種物權﹐記
載於土地登記簿﹐使它可以成為移轉、設定抵押權或為強制執行的標的﹐以活絡資金運用﹐既兼
顧了國庫和土地所有人的利益﹐區段徵收的瓶頸自可打破，不過因為其「物權」性質受到質疑，
還停留在草案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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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變動，也歸類於法定物權，因屬多層公權力的具體介入，意義不同，合併討

論難免失焦，因此通常不納入法定物權的概念，本文也排除這類公權力介入的情

形。

其次，符合法律規定的要件，造成一個完整物權的發生，即所有權或限制物

權的取得，後者如留置權（台民第九二八條以下，陸物草第二七一條以下）、抵

押權（台灣國民住宅條例第十七條）、地上權（台民第八七六條），或者還可以加

上被視為「法定地役權」的相鄰關係規定（台民第七七四條以下，陸物草第八十

條以下），概稱之為法定物權，固然沒有問題。但有時立法者只是賦予某種對世

的「物權效力」，比如承租人得對出租物受讓人主張其租賃權，也就是例外的賦

予租賃權一如物權的追及效力（台民第四二五條，陸合第二二九條），或者使某

些債權隨物權而轉，可稱為「物上之債」，比如使土地所有人就地上工作物對工

作物所有人─不論是否原地上權人─有時價購買請求權（台民第八三九條），或

者某種「物上」的公法或私法的「登記請求權」，如土地長期占有人對地政機關

的時效取得所有權登記請求權（台民第七六九條），或基地承租人對出租人的地

上權登記請求權（台民第四二二條之一）、房屋承攬人對定作人的抵押權登記請

求權（台民第五一三條）、建設工程承包人對工程的拍賣優先受償權（陸合第二

八六條）等，這些情形和狹義的法定物權雖還有距離，但因為同樣是基於一定政

策的介入，而且在立法技術上和完整的物權常有一定的替代性，若不併入討論即

可能不夠完整，其效力既也是依法發生，不妨稱為準法定物權。

不容易釐清，但仍有必要先加以區隔的，是某些物權的「效力」，究竟應該

視為單純物權法定原則下物權的內容，或者已經是特別政策考量下的法定物權或

效力。在物權關係中，依法發生的從屬性物權，或物權效力，如地上權供抵押的

權利、抵押權的次序權、動產質權人的緊急處分權、抵押權人的保全權、出典人

的回贖權等，雖然外形上也會發生某種物權的變動，仍宜界定為單純物權的「內

容」，屬於物權法定的範疇，而非此處所謂的法定物權。即使是依物權被法律界

定的性質，邏輯衍生的某些物權變動，如混同消滅、物上代位、典權人取得典物

所有權、抵押權之後的地上權因妨害抵押權而被法院除去、抵押權隨同債權移

轉、先以設定地上權的債權設質而於設定後取得地上權抵押權等，也都應視為廣

義的物權內容，若納入法定物權來討論，等於把個別物權的設計是否妥當也混為

一談，範圍會拉得太大。不過即使屬於物權內容的某些權能或效力規定，如果細

究其意旨已明顯非該物權整體設計可邏輯推演得知者，毋寧只是立法者基於特殊

考量「外加」的物權內容變動，多少還有違正常物權法理的情形，比如質權人的

轉質權（台民第八九一條、陸物草第二五九條）、典權人的留買權（台民第九一

九條，陸物草第一九九條）、典物重建權（台民第九二一條、陸物草地二０二條）

等，則視同法定物權而納入討論，便不能說沒有意義。此外，基於物權交易取得

的物權，即使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基於法律規定」，使本應無效卻例外生效的情

形，如動產善意取得，定義上也仍應歸類於廣義的意定取得，放在法定物權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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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誤導7。問題還是出在「法定」二字的含混，台灣學說上常以原始取得和繼

受（傳來）取得來區分兩種物權的變動，以強調物權內容因變動原因的不同而受

到的影響。碰到前述這些形式上也是「依法律」而發生變動的情形，究屬原始取

得還是繼受取得，有時就會爭議不休。實際上這裡的變動雖有法律的介入，但變

動仍在意定範圍，可以說是意定內的法定，不能和發生上的法定相提並論，從而

典權人所取得的所有權，可能仍存在先於典權設定的抵押權負擔，善意取得的動

產所有權，對於其上的動產抵押權，也僅於同樣不知情且未登記時，取得無此一

負擔的所有權（台灣動產擔保交易法第五條），基本上仍為繼受取得8。

在以上的限制下的法定物權，大體而言，無非是在法律規定有一定自然事實

或法律事實發生，或因一定事實行為，或在一定債權關係中，所發生的物權。自

然事實，比如人的死亡、土地的淹沒浮覆、動產的結合變形、相鄰不同所有土地

間存在某種利用上的依賴性等；法律事實，如同一物上不同權利人或有依賴關係

的兩物有出賣該物的事實、地上物與基地在權利歸屬上出現某種變化等；事實行

為，如無主物的先占、遺失物的拾得、埋藏物的發現、動產加工、不動產長期占

有等；債權關係，則如房屋租賃關係出租人對於屋內之物（台民第四四五條）、

物品運送關係運送人對於託運物（台民第六四七條、陸合第三一五條）、保管關

係保管人對於保管物（陸合第三八零條）、行紀關係行紀人對於委託物（陸合第

四二二條）基地租賃關係承租人對於基地（台民第四二六條之二）、建設工程關

係承包人對於工程（陸合第二八六條）、職務關係職務技術成果完成人對於技術

成果（陸合第三二六條）、國宅貸款關係國宅貸款銀行對於國宅（台灣國民住宅

條例第十七條）等。這裡需要注意的是，法律規定的要件有時候雖可歸類上述四

種類型之一，但所適用的事實有可能歸攝於數種類型，比如民法第八一二條規定

的動產附合，指涉的是一種自然事實─動產與動產附合，非毀損不能分離，或分

離需費過鉅─，但實際發生的附合，又常常是源於事實行為（加工），甚至法律

行為（承攬契約），這時因為行為的結果合致附合的自然事實，當然仍屬附合，

此時是否適用附合規定而發生共有或單獨所有的物權變化，通常要看發生在前的

原因，是否已生物權變動。

以上的概念分析顯示，物權法定和法定物權之間確實還有一些界定上的灰色

7 非基於物權交易的「善意取得」，如留置權的善意取得，則與此又不同，應可置於法定物權的
範疇內討論。
8 台灣學者多認為善意取得屬原始取得，但典權人因出典人未回贖所取得者則又是繼受取得，如
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修訂 2 版，2003 年，頁 456，中冊，修訂 2 版，2003 年，頁 305；
實際上在善意取得制度法律保護的正是交易，因交易而取得者怎麼可能不是繼受取得？受讓人取
得動產上所有的權利和負擔，只是就負擔部分受到善意保護，善意到哪裡，負擔即消滅到哪裡，
如果受讓人對動產抵押權的存在非善意，當然還是要繼受此一負擔。至於典權人取得所有權，也
在典權契約合意範圍，典權發生前已存在的負擔，典權人仍要繼受，以後才發生的負擔，因次序
在典權之後，如為擔保權，因典權人取得典物所有權後已無餘存擔保利益，當然消滅，如為用益
物權，因必與典權衝突，非經典權人同意根本不得設定，繼受亦無問題。此一原始/繼受取得的
二分在德國物權法並不常見，通用的二分法是法律行為/原始取得，但好像從來沒有人會把以法
律行為為基礎的動產善意取得歸類到原始取得（originärer Erwerb）者，可參如 Baur/Stürner,
Sachenrecht, 17A., 1999, 618; Wieling, Hans Josef, Sachenrecht, 3A., 1997,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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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帶，有必要先作釐清才好展開討論。對於物權的種類與內容要不要從法定改成

意定，或大幅開放當事人設定的自由，使目前許多物權內容的規定變成任意性

質，已經有不少的討論，但即使作了原則性的調整，法定物權的問題並不會連帶

解決，物權是不是在某些情形下，不待當事人約定即應使其發生變動，是另一個

獨立的政策問題。從憲法的角度來看，物權法定原則涉及的還只是契約自由的問

題─契約內容的決定自由。法定物權則同時涉及契約自由問題─在債權關係所生

者─，及財產權的問題─在非交易關係而單純基於事實或事實行為所生的情形。

除了憲法的觀點，在思考物權法定和法定物權的政策問題時，更不能忽視的是經

濟的觀點，包括交易成本和資源使用效益等，就此而言，這兩個問題在思考的面

向上也全然不同，不能混為一談。

2、方興未艾的法定物權

在台灣民法的立法政策上，物權法定原則已經有鬆動的傾向，相當程度能反

映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9。但法定物權的問題卻又未見深入的檢討，整體

而言，似乎還有增設的趨勢。比如在幾年前通過的債編修正，增設第四二二條之

一，把土地法第一０二條規定的基地承租人對出租人的地上權登記請求權，植入

民法，增設第四二六條之二，把土地法規定的基地所有人和承租人間相互間的優

先承買權，也移植進去。行政院提送立法院，因「屆期不連續」而有待重新提出

的物權編修正舊草，更有強制執行拍賣所生的法定地上權（台物草第八三八條之

一、九二四條之二）、原應消滅地上權及區分地上權的法定延長（台物草第八四

０條、八四０條之一、八四一條之三）、典權人留買權物權效力的強化（台物草

第九一九條）、土地典權人對土地的法定地上權（台物草第九二七條）、債權人對

非債務人所有動產的留置權（台物草第九二八條）等規定。大陸民法一方面決定

採物權法定原則，另一方面也在交易形成物權變動以外，針對特定情形另物權當

然發生變動，兩岸的發展可說大同小異。如何評估這樣的立法趨勢，讓這種對世

性的物權依法發生，是為了解決什麼樣的契約或財產權問題，又會製造多大的成

本，以下即嘗試作初步的整理。

二、檢視法定物權的理由

立法者所以要介入物權的變動，當然都有他的道理，有時是基於成本效益的

考量，有時則偏向非經濟的考量，整理起來，無非以下幾種理由：

1、成本效益的經濟考量

a. 提高資源利用的效率

台灣民法物權有關動產的物權變動，多屬此種情形，包括無主物的先占取得

（台民第八０二條）、埋藏物由發現人占有即可單獨取得，或與土地所有人共同

取得（台民第八０八條），遺失物經拾得人適當管理，若本人未於一定時間內取

回，可由拾得人取得（台民第八０三至第八０七條）、動產經加工而大量增值，

即改由創造附加價值的加工人取得加工物所有權（台民第八一四條）等。這些從

9 前註 2 文（2005 年），頁 129-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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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陸、日本民法移植進來，而可溯源到古老羅馬法的規範，反映農業社會的生活

樣貌，既符合人類的法律感情，也暗合追求最大資源效益的經濟理性。禮記禮運

大同篇中所宣揚的：「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

為己」，可以印證此一思考的共通性。大陸民法有添附的規定（陸物草第一一九、

一二０條），且概括規定了「事實行為設立與消滅物權」（陸物草第三六條），

而以「合法建造住房」為其一例10，但對於無主物、埋藏物和遺失物的處理，則

有明顯不同的考量，無主物無先占取得規定，埋藏物一律歸國家所有，但給予表

揚或物質獎勵（陸民通則第七九條第一款、陸物草第一一六條），遺失物也依無

因管理原則，僅得請求費用，無人認領則歸國家所有（陸民通則第七九條第二款，

陸物草第一一五條），積極發現或回復資源利用的誘因減少，固然有可能僅是基

於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但也可能有一些特別的國情考量，比如沒有這些誘因，

動產資源的利用實際上不會減少，賦予所有權可能反而增加潛在的破壞財產秩序

的成本。

b. 節制回復原狀的成本

如果多數物權存在的形式會使各物的利用發生衝突，回復到可以分別利用的

狀態當然比較能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民法在賦予物權人一般的排除妨害請求權

（台民第七六七條，陸物草第三九條至第四二條）以外，另外明定所有人的取回

權（如台民第七九一條的進入土地取回權、第八三九條的原地上權人地上物取回

權，陸物草第一八五條規定地役權人的取回權），就是要解決這類衝突。但有時

回復原狀會製造太大的成本，造成資源不合理的浪費，為避免這樣的浪費，立法

者寧可讓物權變動，而排除回復原狀的請求權，比如動產之間發生附合或混合，

不論是無法回復原狀，勉強為之只會玉石俱焚，或者技術上雖作得到，但「需費

過鉅」，只好讓合成物變成共有，或在數物間有明顯可視為「主物」的情形，改

由一人單獨所有（台民第八一二、八一三條，陸物草第一二０條），後一情形當

然需要對失權者補償（台民第八一六條，陸物草第一二一條）。這裡所謂的需費

過鉅，不問費用由何方負擔，只要客觀上會造成對相較於物的利用價值顯然不合

理的成本（本益比太低）時，構成要件即已合致，避免資源浪費的思考可說躍然

紙上，而且考量的資源除了物本身以外，還有投入回復原狀的人物力。什麼時候

回復原狀的成本會太高，立法者很難一概而論，因此只能用「需費過鉅」這樣的

要件，有爭議時讓法院就個案情形去作判斷。大陸物權草案規定的比較簡單，要

求附合成為「合成物」即可（陸物草第一二０條），解釋上因無須衡量回復原狀

費用與物的價值，顯然更偏向回復原狀成本的節省。可以歸於此一類型的還有一

種物權變動，是台民第七九八條規定的，自落鄰地的果實由鄰地所有人取得所有

權，原因也是果實價值通常不會很高，行使取回權反而易起爭執，芳鄰怒目相向，

10 台灣民法對於房屋起造取得所有權沒有規定，實務上視為當然，比如台灣最高法院 41 年台上
字第 1043 號判例：「自己建築之房屋，與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者有別，縱使不經登記，亦不在民法
第七百五十八條所謂非經登記不生效力之列」。碰到合建、委建、預售的情形，有時候權利義務
關係複雜，認定誰是起造人仍要視契約具體情形而定，相關文獻可參謝在全，民法物權，上冊, 修
訂 2 版，2003 年，頁 136, 註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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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成本太大。以上都是動產，碰到要回復原狀的是不動產時，問題就比較複雜

了。

地上權屆期消滅後，建築物和基地物權的衝突，即為典型。台灣民法第八四

０條規定地上權屆期的善後問題，如果原地上權人只能於履行回復原狀義務的同

時，「取回」建築物，除非是特殊技術所造建者，否則屋不成屋，還有多少利用

價值，資源的浪費可想而知，拆屋投入的資源視房屋大小，也可能相當可觀。但

另一方面，地上權人對於建物的利用必經過精密計算，屆期時不僅主觀上多已無

利用需求，客觀上建物也可能已無太多價值，除非土地所有人也作相同利用，否

則可能只有拆除一途。立法者在這種情形下，很難像動產添附一樣，用「需費過

鉅」這樣的簡單要件，決定可否回復原狀，只好用比較複雜的選項，去找出有利

於資源效率的解決方法。基本上，台灣民法是從建物的剩餘利用價值，加上拆除

建物和起造新物的成本，應仍高於土地為其他利用所創造價值的假設出發。因此

由地上權人取得「發球權」，使他可以不依正常法理負回復原狀的義務，反過來

請求土地所有人以時價購買建物，作為第一種選項，此時頗類似動產與不動產附

合的補償，只是不發生當然的附合，仍須辦理移轉登記建物所有權才完成移轉而

已11，也就是使土地所有人從第八三九條的「時價購買權」轉變為「時價購買義

務」，但同屬「物上之債」的性質。土地所有人接受這樣的安排，建物即可免於

拆除。惟建物對於土地所有人的利益實際上可能甚小，比如建物為一使用了二十

年的玩具工廠廠房，雖仍有一定的利用價值，但不僅對職業為公務員的土地所有

人，主觀上無利用價值，即使修繕改裝後提供他人利用，也可能所費不貲，最後

仍不得不選擇拆除，卻要令土地所有人在承受沈重的拆除成本後，還要支付從未

使用的建物的對價，十分不公平。所以立法者又給了土地所有人另一個「回擊」

的選項，就是所有人如果對建物和土地沒有更好的利用規劃，好到其增益會大於

所付時價，加上改裝或拆除重建的成本，即可選擇請求原地上權人延長地上權，

由其繼續利用原建物。此一請求雖同樣無「形成」地上權的物權效力，但原地上

權人即面臨接受延長地上權或喪失時價補償權的選擇。此一選項，在建物對土地

和建物所有人的主觀利用價值可能都不高時，倒轉過來使地上權人承擔放棄建物

的不利益─不僅無對價請求權，且需負拆除建物回復原狀的義務，很可能使他因

此勉為其難的繼續利用。如果碰到地上權人繼續利用已全無利益的情形，當然也

可能不同意延長，寧可承受所有不利益，而不願勉強繼續利用，繼續付地租。立

法者在此設計的兩個選項，作了不同的物權安排，就是要控制物的回復原狀，不

致造成太大的資源浪費，經過這一來一往的攻防，如果最後仍走上拆除的命運，

至少表示這已經是最小的資源花費了。

大陸物權法草案的設計要簡單得多，第一五六條規定：「建設用地使用權的

期限屆滿，建設用地使用權人需要繼續使用土地的，應當在期限屆滿前一年申請

續期，除因社會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該土地的，出讓人應當同意。建設用地使用權

續期後，建設用地使用權人應當按照約定支付出讓金；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

11 參閱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中冊，修訂 2 版，2003 年，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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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照國家規定確定」，第一五七條規定：「建設用地使用權的期限屆滿，建設

用地使用權人不申請續期的，該土地的建築物、構築物及其附屬設施歸屬於出讓

人。因社會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該土地的，出讓人應當以合理價格購買建築物、構

築物及其附屬設施。但是，法律另有規定或者合同另有約定的除外」。簡單的原

因在於土地非國有即集體所有，性質上為公物的使用，因此第一四三條規定合同

內容需訂明建物空間範圍、土地用途等，並為登記，非經主管部門批准，不得改

變用途（第一四六條）12，而非如台灣民法下的地上權，土地所有人無法控制地

上權人對土地的利用方式，縱有約定，也因不在登記範圍而無法拘束地上權受讓

人。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具體內容既可藉登記而生對世效力，建物價值已有高度可

預測性，故立法者作簡單的設計，使土地所有人承受剩餘價值不高的建物，或留

或拆，而不付任何對價，並無不公平或資源浪費的疑慮，如建物對使用權人確實

仍有利用價值，使其得請求延期，也符合資源效率的考量。

台灣民法第八三九條則是針對非建築物或建築物而非屆期消滅的情形所做

的規定，相對的單純許多。立法者一方面假設非建物的工作物剩餘價值不會太

高，另一方面在建物非因屆期而消滅的情形，不是拋棄就是欠租，都屬於地上權

人可控制範圍，因此不做特別的介入，回到地上權人有取回權和回復原狀義務的

基本原則。對於地上物雖可能造成資源浪費，但藉由不利益的加諸地上權人，或

可生嚇阻拋棄或欠租的作用，只在地上物的投資報酬率確實嚴重偏低時，地上權

人才會採斷頭殺出的下策。立法者為地上工作物提供的唯一轉圜機會，就是賦予

土地所有人物上債權性質的時價購買權，使其得評估地上物的剩餘價值，和改變

利用的成本，如認為值得繼續利用，即可請求保留地上物，原地上權人縱想取回，

仍不能對抗土地所有人的時價保留請求，此一設計背後仍是避免資源浪費的考

量。

另外一個排除建物回復原狀的規定，則和越界建築有關。與前述台民第八三

九條的情形相反，台民第七九六條使越界建築者在土地所有人怠於行使排除妨害

請求時，免除回復原狀的義務，土地所有人只得請求建物所有人購買越界土地及

損害賠償。此時因越界建築在土地所有人可控制範圍─法條以土地所有人「知」

有越界建築情事為其要件，使其承受不利而可避免房屋拆除的資源浪費，還不至

於太不公平。實務上，對不符合此要件的情形，特別是在房屋價值甚高，而被越

界土地可利用性甚低時，還會用權利濫用條款來避免拆除13。又此處土地所有人

的購買請求權，解釋上和台民第八三九條一樣可歸類為物上之債，即廣義的法定

物權，使建物所有權縱讓與他人，受讓人對土地所有人的請求仍負有承諾義務，

始可貫徹立法意旨。

c. 減少變更利用的成本

立法者有時會介入物權的交易，使物權人在交易相對人的選擇上受到限制。

12 大陸物權法草案區分建設用地使用權與宅基地使用權，後者在標的上限於集體所有土地（陸
物草第一五九條），且採特許制（陸物草第一六０條），故非單純私法契約。
13 可參台灣最高法院 71 年台上字 737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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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交易相對人的選擇自由，本屬民法保障的契約自由，所以會加以限制，主要

考量的就是物的易手所引發的變更利用成本，如果價格相同，其他交易條件也相

當時，立法者讓原已利用者取得優先承買權，物權出賣人損失的其實只是形式的

選擇自由，卻可確定降低物的變更利用成本，甚至成為零成本，這是這類法定優

先承買權的一個重要立法目的，台灣民行法中屬於此類的有基地承租人對基地、

耕作地承租人對耕作地的優先承買、承典權（台民第四二六條之二、第四六０條

之一、台灣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五條）、典權人對典物的留買權（台民第九

一九條）及共有人對應有部分的優先承購權（台灣土地法第三四條之一第四項），

其中第一種有對抗第三人的物權效力，第二、三種無對抗第三人的效力，但隨物

而轉，仍屬物上之債14。大陸則在合同法有房屋承租人對房屋的先買權（陸合第

二三０條），在物權法草案也有按份共有人對份額、典權人對設典住房、附屬設

施的先買權（陸物草第一百條、第一九九條）規定，解釋上都只有債權效力。但

不論優先效力或強或弱，其立法考量同樣都在減少變更利用的成本。

除先買權的設計外，比如典權中賦予典權人在設典房屋部分滅失的重建權

（台民第九二一條、陸物草第二０二條），其合理性應該也在於此。

d. 克服反公有財產關係

在財貨上建立私有財產權，通常雖可使資源的利用恰如其分，但當碰到權利

之間相互掣肘的反公有（anticommons）情況時，反而可能形成資源的低度使用15。

和前面論及的一方有回復原狀義務的情形不同的是，所謂反公有的關係，原則上

不發生回復原狀的問題，比如土地和地上房屋的不同拍定人，各所有權都受到保

障，並非當然得主張排除對方的「妨害」；同此又如土地所有人和受讓取得的地

上權人，彼此也必須相互容忍。反公有財產關係一旦形成，要靠各財產權人相互

妥協，困難重重，交易成本也隨之升高。此時立法者的介入，往往能穩定利用關

係，提高資源的有效利用，如果能促使並立的財產權合一，一舉消除反公有狀態，

自然更可以減省這部分成本的支出。

在採房地分離政策的台灣民法，房屋和土地一旦異其所有，如非自始建立相

互依存的穩定法律關係，而是因個別行為而發生，比如台民第八七六條規定的情

形，房屋和土地分別由不同人拍定，房地所有權固然立刻尖銳對立，對這種情形

立法者若不主動解決僵局，如民法第八七六條直接賦予房屋所有人法定地上權，

當事人即可能要花費甚大的交易成本，且未必能圓滿解決。即使房屋和基地所有

14 比如典權人雖已表示願以相同條件承買，出典人仍將典物讓與第三人，典權人不能主張該買賣
效力不存在，即留買僅有「債權效力」，共有人的先買權亦同。實務上碰到共有人先買權與土地
法上耕地承租人先買權（台民已增訂於第四六０條之一）並存，何者優先的問題時，即從後者有
相對的物權效力而前者沒有，以及後者「可使耕地之所有與耕地之利用關係合一，裨盡經濟上之
效用，並杜紛爭」立論，認後者次序在前，如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396 號判決，實則兩者
都有反公有的問題，共有人的先買權同樣有降低共管紛爭的功能，故若一定要以耕地承租人的先
買權優先，還是以對抗效力強弱代表立法者評價的不同，較有說服力。但典權人的留買權或共有
人的先買權雖僅有債權效力，但於典物、典權或應有部分讓與他人時，留買權或先買權始終存在
於該物上關係（如典權人與出典人之間），故仍可定性為物上之債。
15參閱 Heller, Michael A.,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 111 Harvard Law Review 633-642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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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從一開始便就其依存關係做好約定，但其利用關係未必穩定，這時立法者若能

以某種方式介入，強化其利用關係，如基地承租人的地上權登記請求權（台民第

四二二條之一，台灣土地法第一０二條同此），土地或房屋的租賃契約推定（台

民第四二五條之一），或使基地租賃契約隨同移轉（第四二六條之一），當然也能

降低交易或爭議的成本。然而即使房屋和土地之間從一開始就嘗試建立最穩定的

物權關係，因為受到物權法定主義的限制，當事人多數的約定都只能有債權效

力，從而於土地或房屋片面易手時，該伴隨的債權關係即不再拘束受讓人，使房

地仍可能嗣後進入某種反公有狀態，而不能完全排除權利間的摩擦，比如新地上

權人，在地租未為登記的情形，即可能與土地所有人就地租問題發生爭議。從這

個角度來看，台灣民法和土地法都規定的先買權（台民第四二六條之二、土地法

第一０四條），有進一步促使房地所有權合一，徹底消除房地間反公有狀態的作

用，便有重大意義。前面提到耕地承租人就耕地的先買權與先典權、共有人就應

有部分的先買權、典權人的留買權，一方面有降低變更成本的作用，另一方面也

有簡化法律關係，也就是降低反公有狀態的作用16。

除此以外，相鄰土地間利用的相互掣肘，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反公有的財產

權關係。在多數情形下，所有人間可以經由契約來相互穩定不動產的利用，使資

源的利用達到共同最大的效益，但在相鄰不動產間存在特殊利用上的依賴性時，

策略行為就會出現，而增加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故民法的相鄰關係規定，本質上

也是藉某種地役權的賦予，來穩定利用關係，降低交易成本。

e. 降低擔保交易的成本

交易的履約風險，往往需要經由擔保品來排除，不論不動產的抵押權登記，

或動產的質權設定，前者的要式和後者的要物，都說明這種附帶於主債權的擔保

交易不是沒有成本。如果立法者在一定情形介入，使債權人就契約關係中本來就

占有的債務人動產有留置權，比如房屋出租人對承租人置於屋內之物（台民第四

四五條）、場所主人對客人攜帶之物（台民第六一二條）、運送人對運送物（台民

第六四七條、陸合第三一五條）、保管人對保管物（陸合第三八０條）等，可以

省卻額外提供擔保品的成本，也可以說，附帶擔保交易的締約成本即已由主要交

易的成本吸收。立法者為使擔保物發揮更大的擔保功能，還刻意打破「任何人不

得處分大於自己之物」的原則，使質權人得以自己責任轉質其占有的標的物（台

民第八九一條），其用意也在於此17。

f. 降低調查及公示成本

物權交易的買方，通常需要對標的物權利的存在有基本的瞭解，在權利公示

明顯不足的動產，雖有善意取得制度（台民第八０一、八八六、九四八條，陸物

草第一０六條），可大幅降低交易雙方的調查及證明成本，但不論碰到贓物（台

16 台灣最高法院對此一優先承購權的解讀即強調此點，可參 72 年台抗字第 94 號判例：「土地法
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共有人出賣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
購，其立法意旨無非為第三人買受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時，承認其他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簡化
共有關係。若共有人間互為買賣應有部分時，即無上開規定適用之餘地」。
17 大陸物權法草案只承認承諾轉質（第二五九條），不承認責任轉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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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第九四九條、陸物草第一０七條），或在非店面交易（台民第九五０條）的情

形，善意受到的保護都不全面，如果對於讓與人無權的不知有重大過失，依多數

見解甚至無法在受讓二年後確定取得物權。就此台灣民法建立的動產時效取得制

度，使讓與人五年公開、和平的占有即可確定取得所有權（台民第七六八條），

對於交易相對人而言，自有省卻追查其權利來源的成本，有意於未來轉售所持動

產者，也可透過正常使用去建立產權的公信，省卻額外支出權利認證的成本。理

論上，對於未登記的土地或其他不動產，亦復如此（台民第七六九、七七０條），

惟民法對後者僅賦予完成時效者所有權登記請求權，而非如動產那樣逕予所有

權。大陸是在民法總則的草案把訴訟時效（相當於消滅時效）和取得時效一併規

定，不動產僅需五年占有即可取得所有權，動產則是兩年，且兩者都是從權利人

訴訟時效屆滿起算，占有五年或兩年後取得所有權（陸民總草第一０五、一０六

條），不動產在土地不能私有的情形下僅指地上物，與台灣一樣有登記制度，且

其移轉採登記生效，與日本的登記對抗不同，就此另定取得時效反而破壞了登記

制度，平添調查成本，十分不妥。且時效的計算不從占有人開始占有起算，而從

權利人訴訟時效屆滿起算，也不利於權利狀態的確定，甚值商榷。

另外一個可以從公示成本的節省來說明的，是「買賣不破租賃」的規定（台

民第四二五、四二六條，陸合第二二九條），使不論何種標的物的承租人，也不

論租賃內容如何，在出租人將租賃物讓與他人或為他人設定限制物權時，都能取

得類似物權人的地位，以對抗新所有人或嗣後設定的物權人，此一規定沿襲德、

瑞民法的規定，立法意旨強調保護承租人18，實際上租賃契約並沒有類似建物承

攬或其他契約關係中的風險不平衡的問題，而且不論動產或不動產的租賃，由於

出租人僅能取得使用對價，價值高很多的出租物卻由承租人占有使用，履約的風

險反而較不利於出租人，所以才有房屋出租人留置權之設19，已如前述。因此為

什麼還要特別保護承租人，並不是那麼清楚，如果立法者假設承租人都是需要保

護的弱者，不僅不切合實際，也不當的偏離了民法階級中立的基本設計20，實在

18 台民該條立法理由為：「謹按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將為租賃標的物之不動產所有權讓與第
三人時，其第三人依法律之規定，當然讓受出租人所有之權利，並承擔其義務，使租賃契約仍舊
存續，始能保護承租人之利益，故設本條以明示其旨」，此一理由以不動產租賃為說明，顯然是
承襲舊民律草案。
19 參閱 Oestmann, Peter, Gesetzgeberische Eingriffe in die Privatautonomie und ihre Folgen. -Das
Beispiel der Sicherungsrechte im Mietvertrag, Kritische Vierteljahresschrift für 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 (KritV), 2003, 96f.
20 以個別交易及交易中的角色為規範對象的民法，基本上是階級中立的，僱傭契約的受僱人未
必是勞工，因此也不受特別保護。只有租賃契約及永佃權的若干規定（如台民第四五七至四六三
條之一，第八四四條、第九二五條），可以看出對耕農的保護政策，為少數的例外。承租人的保
護如果像德、瑞民法一樣限定於不動產承租人，也許還可以從社會政策的角度去嘗試建立正當
性，但現行法並未限定租賃標的，從租車的觀光客到租屋的學生，承租人很難和任何社會階級或
階層劃上等號。如果預設負擔租金義務的承租人是經濟的弱者，難道不負擔對價的使用借貸人未
受保護，反而是假設他有較高的經濟能力？保護經濟弱者論點的不當，台灣學者已有不少的論
述，如黃茂榮，對買賣不破租賃原則之脫法行為，民事法判解評釋（一），1985 年，頁 133；蘇
永欽，關於租賃權物權效力的幾個問題，收於「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2002 年，頁 379；胡天
賜，買賣不破租賃制度之法律經濟分析，台大法學論叢，33 卷第 1 期，2004 年，從統計上推論
不動產租賃商業使用的比例遠高於居住使用，因而質疑其社會政策的合目的性（頁 13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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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於牽強。因此比較合理的解釋應該是，立法者推定在有償的租賃契約，承租人

通常有在一定期間保有對世性權利的意思，而因承租人占有租賃物已可初步滿足

對世性權利的公示要求，即藉對抗效力的賦予，減省了一般物權所要求的公示、

證明權利的成本─主要當然是指不動產物權的登記成本，從新修正的台民第四二

五條第一項特別強調「占有中」，可印證此一看法。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買賣不

可以破租賃，卻可以破使用借貸，因為後者的無償性，不論有無約定使用期間，

都不適宜作這樣的假設而提供保護。

2、非純粹經濟性的考量

a. 單純實現公平的分配

所有權的原始分配，如水澤淹沒而消滅所有權的土地，一旦重新浮出，「經

原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者，仍回復其所有權」（台灣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二項），

或「湖澤及可通運之水道及岸地，如因水流變遷而自然增加時，其接連地之所有

權人，有優先依法取得其所有權或使用受益之權」（台灣土地法第十三條），都

是基於自然事實，不具有法律或事實行為的誘因性格，可以說純粹是為了滿足人

們公平的直感。但在原因為事實行為的情形，如無主動產的先占取得，埋藏物由

發現人與不動產所有人分得其半，動產因加工而顯著增值時加工物歸屬加工人的

規定，乃至原因為特定債權關係的情形，如建物承攬人對建物作重大修繕，就所

增值部分取得優先於先位抵押權人的擔保利益（台民第五一三條第四項），恐怕

也不能說僅有提高資源使用效益的作用，當然也同時反映了公平分配的正義要求
21。

b. 平衡交易雙方的利益

法定物權發生於契約關係時，有時是基於平衡交易雙方利益的考量，台灣民

法債編和大陸合同法有關契約關係的規定，多數的立法意旨其實都在努力平衡契

約各方的風險和利益，惟大部分為任意性的規範，即使具有強制性，如雙務契約

的同時履行抗辯權（台民第二六四條，陸合第六六條）、不安抗辯權（台民第二

六五條，陸合第六八條）等，也是相對性的權利，賦予一方對世性的物權，寧為

例外，背後大概都有比較特別的考量，比如承攬契約，在界定上即以承攬人有「先

付義務」為其前提：「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台民第四九０條第一項），或「承攬合同

是承攬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給付報酬的合同」

（陸合第二五一條第一項）。先給付者自然要承擔對方不履行對待義務的風險，

承攬契約的承攬人還要承擔定作人終止、解除、不協力等等的特殊風險，碰到工

作內容是工作物的建造或重大修繕時，這些風險更是特別高，此所以就工作物有

法定抵押權（台民第五一三條）或工程拍賣權（陸物草第二八六條）之設。大陸

合同法還對承攬合同賦予承攬人對工作成果的留置權，和前述房屋出租人和場所

又從台灣人口職業結構的變遷，否定現階段繼續保護承租人的必要性，基本上都還是在租賃標的
為不動產的前提下檢討（頁 141-152）。
21 可參廖義男，法定抵押權與設定抵押權並存時之受清償順序，法學論叢，第 13 卷 2 期，1984
年，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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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的留置權一樣，這些動產的留置有降低擔保交易成本的功能，但在負有先付

義務的情形，另外還有平衡風險的作用。

c. 保護債權的憲法要求

法定物權發生於債權關係時，有時就是單純基於實現債權的考量，台灣大法

官既從「個人之人格發展自由，個人得自由決定其生活資源之使用、收益及處分，

因而得自由與他人為生活資源之交換」出發，認為人民的財產權和契約自由均應

受到憲法的保障（釋字第五七六、五八０號解釋），不論為落實財產權保障所創

造的法定債權（侵權行為、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等），或基於契約自由所生的意

定債權，都當然可以推導出立法者保護債權的義務，換言之，立法者如果不能有

效保護債權，則保障財產權和契約自由的宣示就有落空之虞。此所以民法在的債

編或合同法設有諸多保護債權的規定，從各種債務不履行責任的規定，到特別強

化保護，而使債權有一定對第三人效力的實體法債權「保全」制度─代位權（台

民第二四二、二四三條，陸合第七三條）和撤銷權（台民第二四四、二四五條，

陸合第七四、七五條），均可說明。民法又不問原因的賦予所有債權人，對於在

其占有中而與債權的發生有牽連關係的債務人動產，物權性質的留置權（台民第

九二八條，陸物草第二七一條），其意旨當然也在貫徹債權的保護。

d. 現存秩序的信賴保護

時效取得在兩岸民法都是一種法定物權的原因，除了有降低調查和公示權利

成本的作用，以如前述外，同時寓有落實法治國維護法律秩序安定的考量，承認

所謂「事實的規範力」（normative Kraft des Faktischen），就是對於特定財產上的

法律關係，因長時間未受挑戰而在相關交易者之間累積的信賴，給予保護。惟值

得保護的應限於合理的信賴，就此台灣民法對於不動產的取得時效以未登記土地

為限，大陸民法總則草案則不限於未登記土地，所保護的信賴擴張到與登記權利

相抵觸的占有狀態，無異以占有的現存秩序優先於登記的現存秩序，其不妥甚

明。相對於此，同樣採登記制度而給予絕對效力的德國民法，不承認占有時效取

得，但對錯誤登記卻肯定登記簿的時效取得（德國民法第九００條），使經過一

定時間即不得再予更正，是對登記事實所生現存秩序的承認，理論上也比較一貫。

e. 創造國宅融資的誘因

比較明顯基於社會政策考量，而以法定物權為其工具的，是台灣國民住宅貸

款債權人對國宅與基地的第一順位抵押權（台灣國民住宅條例第十七、二七條），

立法者為幫助解決購屋及承建國宅者的資金困難，特別以第一順位抵押權為誘

因，使金融機關較樂於提供融資。

f. 勞工航運及貿易政策

海商法規定的海事優先權（台灣海商法第二四條以下，大陸海商法第二一條

以下），是以船舶為其擔保標的的優先權（台灣海商法第第二七條，大陸海商法

第，大陸海商法第二十一條）22，次序尚在船舶留置權與抵押權之前（台灣海商

法第二五條，大陸海商法第二五條），此一具有法定物權性質的制度，背後更是

22 台灣海商法優先受償的標的不以船舶為限，還包括所有人取得的運費、賠償、酬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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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諸如勞工政策、航運及貿易政策等的考量23。

三、法定物權的社會成本

要評估法定物權的整體合理性，不能不再計算一下立法者的介入，不論是基

於經濟或非經濟的考量，都會製造的成本。

1. 確認物權狀態的成本

法定物權既然是在符合一定要件時即發生，非如意定物權的讓與或設定，依

法律要求完成某種格式化的公示，以便於確認（verify），對於物權「是否」發生，

物權關係的內容「如何」，整體確認成本當然會大幅提高。任何一種法定物權出

現，對其可能的標的，如土地、建物或特定動產（如船舶），是否有符合要件的

事實，以致在未經格式化的公示下仍然發生特定物權，便成為所有相關交易者必

需「額外」調查的事項。法定物權越多，牽涉的標的越廣，調查的成本也就越高。

這一點，很可以參考學者在比較物權法定與物權自由的調查成本時，所做的考

量。簡言之，物權自由將使得市場出現的每一個新品種的物權，都會讓所有潛在

交易者的調查成本隨之增加，因此比起物權法定，調查成本的總量當然要高很多
24。但實際上如果這些「意定」的物權都能經由格式化的公示，比如集中的不動

產登記，特別是在登記制度已經高度電子化的情形，所增加的調查成本其實還是

有限的，而且可已經由費用的徵收內化於物權的交易25。反之，法定物權是讓物

權在一定構成要件合致時發生，構成要件是否合致無法格式化，因此立法創設新

品種的法定物權，因構成要件事實不斷變化，不但其調查成本可能還高於可以格

式化公示的意定物權，而且未必能內化於交易，從而無法經由交易者的內部成本

控制而減少整個社會承擔的成本。此外，法定物權減省的成本，如上節所作的整

理，都只在具體完成交易時始能實現，但它增加的調查成本，通常卻是從交易評

估階段就已發生，影響的範圍自然要大很多。這些部分會由交易吸收（內化）的

成本，高到一定程度，又一定會降低整體交易的數量。

各種法定物權確認成本的高低，當然不一樣。比如處理房地產權衝突的法定

地上權或優先承購權，從登記簿上顯示房地異其所有，或因設定抵押權、典權而

可能異其所有，已可初步確認26。典權人的留買權，土地交易相對人也可從典權

登記查知，不動產共有人對應有部分的優先承購權亦同，交易者需要的大體上只

是民法、土地法的訊息，包括正確理解這些優先權有沒有對抗效力等，也就是支

23 關於海事優先權的物權性質及政策考量，詳參劉宗榮，海商法，1996 年，頁 124-146
24 參閱 Merrill/Smith, Optim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law of property: 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
110 The Yale Law Journal 26-34 (2000)
25 蘇永欽，前註 2 (2005 年), 頁 122
26 台灣民法在房地異其所有的情形，對於法定地上權是否發生仍有一定的不確定性，主要問題
即在台民第八七七條併付拍賣的規定可否適用於非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的情形，從而已可大體排
除未來依台民第八七六條法定地上權的發生，台灣最高法院在土地與建物異其所有時一直都採否
定的見解，可參 87 年度台抗字第 677 號判決：「民法第八百七十七條前段規定，可知將建築物
併付拍賣者，必建築物與土地均屬於同一所有人，始有該法條規定之適用。若建築物之所有人非
提供土地設定抵押之人，不得將建築物併同土地予以拍賣。」不過物權編最新的修正已傾向於明
確擴張至所有第三人有權建築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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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法律訊息的成本，不待就其他事實作特別的調查27。但如大陸合同法規定的技

術開發合同，委託人對研發人專利申請權（對世性權利）的先買權（陸合第三三

九條第二款），就使得買受者都有先對有無合同存在，乃至委託人為何人先為調

查的必要。動產因為對交易相對人有善意取得的保護，確認的成本也不致太高─

履行基本的「注意」義務而無重大過失即可28。但如台灣民法債編修正前的第五

一三條法定抵押權，對於所有工作物的潛在交易者而言，包括有意承購或設定抵

押權、典權者，必須依抵押權發生要件去逐一確定，從是否屬於工作物的「重大

修繕」，就有一定的不確定性29。甚至對於「承攬人」，也就是可能的抵押權人的

認定，在比較複雜、多層轉包或聯合的工程，有時也會有問題30。抵押權的標的

27 當然先買權人一方，對於先買權是否發生，以及行使先買權的條件是否合致，也要支出一定的
調查成本。台灣實務上對於先買權的發生，必以出賣應有部分的共有人已與第三人成立「有效買
賣」為必要，可參最高法院 65 年台上字第 2113 號判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所定共
有土地優先購買權之行使，須以共有人有效出賣其應有部分與第三人為基礎，苟共有人與第三人
間之出賣行為根本無效，亦即自始不存在，則所謂優先購買權即無從發生」。至於行使先買權的
條件也非無爭議，最高法院向來把條文中的「同一價格」擴張解釋為「同一條件」，可參 86 年度
台上字第 3122 號判決：「土地法所定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有人之優先承購權，目的既在減少共
有人數，簡化共有物之使用關係，則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所稱：『共有人出賣共有土地
或建築改良物之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者，應指他共有人於
共有人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應有部分時，對於該共有人有請求以同樣條件訂立買賣契約
之權而言」。對於是否同樣條件，也採嚴格解釋，比如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上字第 2126 號判決：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所稱：『共有人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應有部分時，他共
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者，係指他共有人於共有人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時，對於該共有人有請求以同樣條件訂立買賣契約之權而言。倘共有人係將共有土地及建築改良
物合併出售時，此項『合併出售』之條件，他共有人亦應依此條件與為出賣之共有人訂立買賣契
約，而不得任選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主張優先承購，否則即非按共有人出售之同樣條件合法行使優
先承購權」。大陸民法上的先買權多規定為「同等條件」，如陸合第二三０條、第三二六條第一
款，陸物草第一百條等，適用時應該也會碰到類似的問題。
28 但動產產權變動的不確定性，在交易前仍可能使權利人必須付出一定的確認成本，比如是否
發生附合或混合，各動產是否均為合成物的「重要成分」（陸物草一二０條），有無可視為「主物」
者，至於加工則要檢驗，加工人是否因增值已達「顯逾」材料價值的程度（或「顯著大於原材料
價值」），從而可取得加工物所有權，台灣民法要問先占動產是否「無主物」，發現動產是否屬於
「埋藏物」等，在不確定的情形，有可能需要調查，或刻意的公開占有，以利時效取得。
29 可舉台灣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307 號判決為例：「系爭大樓設計之帷幕牆，主要係以鋁
擠型料為原料，即以鋁擠型料為骨架，骨架完成後，再依設計裝上鋁板、鐵板及玻璃，大樓之外
牆即全部完成。被上訴人所承攬部分，業已依約完成所有骨架施工、防火鐵板、鋁板按裝、鋁背
檔等工程，亦即以帷幕牆之施工而言，事實上其外牆已幾近完成，只差上訴人自己要按裝之玻璃
未按裝而已，系爭建築物顯足以避風雨，具一定之經濟效益，且有固定性、永久性，其費資頗巨，
在社會觀念上，為一獨立之不動產，堪以認定。兩造合約書第一條載明：『本合約所附帷幕施工
規範，亦為本合約之一部』，且觀之『國際海港企業大樓帷幕牆施工規範』內容，係約定承包商
施工按裝帷幕牆時應遭守之事項，其中多處明載：『承包商』、『施工』、『安裝』、『保證』、
『設計』等字樣，明白顯示系爭契約係約定由承包商『完成一定工作』之承攬契約，而非單純貨
品買賣之買賣契約。被上訴人承作帷幕牆工程所生債權，自屬承攬關係所生之債權。就帷幕牆結
構之建物而言，被上人所完成之部分，與當時大樓之其他骨架基礎結構，均屬該新建物之主體結
構。被上訴人依修正前民法第五百十三條規定，請求確認其就系爭建物之法定抵押權存在，自屬
正當，應予准許。」
30 可參台灣最高法院 90 年度台上字第 2445 號判決：「查原審既認定訴外人鴻○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鴻○公司）代理訴外人真○營造有限公司（下稱真○公司）與上訴人簽訂承攬系爭建物
有關水泥粉刷、吊運器材等工程契約，其效力直接及於真○公司，鴻○公司自非該契約當事人，
系爭承攬關係存在於上訴人與真○公司之間，非存於鴻○公司與上訴人間，系爭建物定作人為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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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上當然是工作物，但也還要看工作物是否「獨立」而定，若非獨立則抵押權

可能存於基地之上31。調查的範圍也還要延伸到擔保的「債權」，如何計算32，雙

方履約的情形等等，某些情形會成為交易很大的負擔。即使在修正第五一三條之

後，交易者也要預估預先設定抵押權所擔保的債權額，擔保權人則為了精確掌握

其擔保利益，而必須再計算「工作物因修繕所增加之價值」（該條第四項）。大陸

合同法第二八六條所定的工程拍賣權，也需要瞭解「工程」範圍，「承包人」是

否涵蓋下包，工程「性質」是否可拍賣等。又如在台灣有意購買房屋或土地者，

若該不動產正在第三人占有中，則是否存在租賃契約，其期限、內容如何，有無

預付租金或附解除條件，或拋棄契約終止權的情事等。因為租賃契約無法登記，

同樣要費不小的調查功夫33。大陸合同法不強調租賃物在承租人「占有中」的要

件，因此即使不動產在出賣人占有下，有意買受者也還要仔細追查有沒有租賃契

約的存在，以免過戶後才冒出承租人，調查成本更高。此外，相鄰關係權利的發

生雖然有其客觀性，但構成要件是否合致，比如土地間的高低關係（台民第七七

八條）、通行公路的困難度（台民第七八七條）34、「土地形狀、地方習慣」（台

民第七九三條），乃至流水的「自然流向」（陸物草地八一條第二項）等，有時也

可能不是非常清楚，而使交易者要支出相當的調查成本。

因此若把這些不是輕易可查知者，改成登記後始發生變動，而非當然依法變

動，也就是納入和意定物權一樣的格式化公示系統，如台灣修正後的民法第五一

三條法定抵押權，至少就確認成本而言，應有不小的實益。台灣民法對未登記不

動產的時效取得，也僅給予完成時效者登記請求權，對不動產的交易者同樣可減

少確認成本。惟工作物抵押權在登記前，雖未發生，但定作人已有協同登記義務，

○公司，承攬人為真○公司，則承攬人真○公司與小包即上訴人之間，係承攬人與次承攬人關係，
上訴人就系爭建物當無法定抵押權」。
31 劉家祥，論承攬人之抵押權，法學叢刊，第 46 卷 4 期，2001 年，頁 88
32 比如台灣最高法院 71 年度台上字第 1211 號判決：「定作人因承攬人之同意收回一部分工作
自己完成，性質上為承攬契約之一部合意解除，承攬人因此取得定作人之補貼款，不得認為民法
第五百十三條所謂就承攬關係所生之債權，對於其他因承攬關係所完成之工作物，應無抵押權」；
79 年度台上字第 2767 號判決：「民法第五百十三條所謂承攬人就承攬關係所生之債權，並不以
承攬人之報酬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及墊款償還請求權為限，尚包括因定作人遲延給付所生之
債權在內」。
33 台民第四二五條規定在實務上引起甚多權利義務繼受上的問題，比如最高法院 65 年台上字第
156 號判例：「民法第四百二十五條所謂對於受讓人繼續存在之租賃契約，係指民法第四百二十
一條第一項所定意義之契約而言，若因擔保承租人之債務而接受押租金，則為別一契約，並不包
括在內，此項押租金契約為要物契約，以金錢之交付為其成立要件，押租金債權之移轉，自亦須
交付金錢，始生效力，出租人未將押租金交付受讓人時，受讓人既未受押租金債權之移轉，對於
承租人自不負返還押租金之義務」，但預付的租金則不同，只要承租人能提出證明，當然可以對
抗受讓人，可參司法院院字第 1909 號解釋。關於契約終止權的拋棄，可參最高法院 36 年民庭總
會決議（一）：「原出租人因支付租金遲延，業已發生或將來可發生之契約終止權，不能離出租
人之地位而獨立存在，亦無因出租人地位之移轉而使之消滅或阻止其發生之理由。除已發生之契
約終止權，經原出租人於讓與前拋棄者外，當然隨同出租人之地位移轉於受讓人」。
34 比如台灣最高法院最近一件判決 93 年度台上字第 38 號的認定：「查上訴人所有三九五之五號
等十八筆土地上，現已建有和○水蓮山莊二千零五十戶等情，為被上訴人所不爭執，而上開二千
零五十戶之居民及附近緊臨土地上之住戶及遊客共同通行之環湖道路，最窄處僅有三‧七公尺，
已不足以供車輛對向行駛，而無安全之顧慮，已難謂無通行困難致不能為通常使用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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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受人可否主張「權利瑕疵」，似仍不能無疑35，若不能主張，則調查仍有必要。

同樣的，時效取得在完成登記前，善意的交易相對人若不能受到保護，則對土地

上是否有時效取得的「期待權」，仍可能產生調查成本。還好目前已無應登記而

未登記的土地，未登記的工作物雖仍有時效取得的可能，但多數應屬違章建築而

無法登記，有關其確認成本的問題不必在此討論。至於已登記不動產而可能時效

取得者唯地上權而已，對交易相對人而言，因土地上必有工作物存在，即使有一

定的確認成本36，應該也不會太高。大陸民法總則草案使占有人能於時效屆滿時

直接取得所有權，對於土地交易者自然會增加一定的調查、確認成本，不過對於

信賴登記者應該還是可以給予一定保護（可從陸物草第二一條第二款作反面推

論），此一成本也不會太高。

2. 排除法定物權的成本

法定物權因為依法當然發生，對於希望另作安排的交易者而言，又必須多付

出排除的成本。這是所有「法定」規範，不論是任意性或強制性，共同的副作用。

交易者另作安排的原因不一而足，或者是和立法者預設的利害考量迥然不同，或

者有比法定物權更適合需要的安排，總之，立法者也許看到了私法自治的某些盲

點才逕自介入，但實際交易的情況千變萬化，法定物權的介入未必都能搔到癢

處，碰到不符合需要時，交易者只好再以自治方式去排除干預，一去一來，當然

也是成本。

法律技術上要釐清的是，法定物權固然是強制性規範，但所謂強制性，不同

於任意性債權規範之處，僅在於後者被規範的交易當事人得以合意排除該規定的

規範效力，比如排除「法定」的出租人修繕義務，對該租賃契約雙方而言，修繕

義務自始即不存在。法定物權規定具有強制性的原因既在於其效力的對世性，自

不許當事人任意排除規範效力37。加工人因加工而取得加工物所有權，此一物權

變動，不會因為加工承攬人和定作人間合意排除即生排除的效力。但強制又不等

35 修法前實務上多肯定未除去的法定抵押權為權利瑕疵，如台灣最高法院 80 年度台上字第 644
號判決：「原判決認定安陽公司交付並登記所有權於被上訴人之房屋，遭法定抵押權人永大公司
查封拍賣，安陽公司應負權利瑕疵擔保責任及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被上訴人得拒絕自
己之給付。似係認定被上訴人所主張同時履行抗辯權成立。於安陽公司將永大公司之法定抵押權
除去之前，被上訴人得拒絕自己之給付。果爾，法院應為安陽公司除去法定抵押權時，被上訴人
即向上訴人為給付之判決」。
36 依台灣內政部發布的「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審查要點」第九點：「占有人具備地上權取得時效
之要件後，於申請取得地上權登記時，不因占有土地所有權人之移轉或限制登記而受影響」，第
十六點規定：「申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案件於登記機關審查中或公告期間，土地所有權人提出
已對申請人之占有向法院提起拆屋還地訴訟或確定判決文件聲明異議時，因該訴訟非涉地上權登
記請求權有無之私權爭執，不能做為該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申請案件准駁之依據，仍應依有關法
令規定續予審查或依職權調處；土地所有權人提出足以認定申請案有不合時效取得要件之文件聲
明異議時，應以依法不應登記為由駁回其登記申請案件或作為調處結果」，整體而言，似乎偏向
時效取得人的保護，而不利於信賴登記的交易相對人。故土地交易相對人對於已有建物存在的土
地，仍需要對時效取得地上權事實的有無為一定的調查。
37 台灣最高法院就承攬人法定抵押權即曾明白表示，事前排除民法第五一三條的約定不生效
力，可參 91 年台上字第 1056 號判決：「此項規定雖在保護承攬人利益，惟基於物權有對世效力，
恆涉及第三人利益，其內容係屬法定之特性，自不許當事人以特約阻止此項法定抵押權之產生，
此與當事人得以特約就法定抵押權產生後，承攬人行使、處分其抵押權等事項為約定，尚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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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強行，法定物權雖有政策目的，但涉及的畢竟不是殺人放火的倫理道德問題，

通常立法者的介入也只到財產權關係的程度，還沒有強烈到要強制一定行為─作

為或不作為─的程度，從而不願接受法定物權結果的交易者，從法定物權出發，

重新另作安排，自無違反強制規定而無效的問題38。所謂重新另作安排，也不必

然要「嗣後」為之，技術上當事人同樣可以事前就做好這樣的安排，只是效力必

於強制效力發生之後才發生，至少要經過「邏輯的一秒鐘」。比如依台灣民法，

加工承攬人和定作人之間，如果有意讓定作人保有加工物所有權，而在承攬契約

中加入加工條款，雖不致發生排除承攬人加工取得的效力，但仍可探求當事人真

意，從加工條款解釋出雙方有在加工取得「後」，再把加工物所有權移轉回定作

人的「物權」合意，而且是以「預先占有改定」的方式，讓定作人在承攬人完成

加工時，不待交付即已取得加工物所有權。大陸合同法有時對於法定物權，明文

規定可以約定排除，如特殊留置權的第三八０條：「寄存人未按照約定支付保管

費以及其他費用的，保管人對保管物享有留置權，但當事人另有約定的除外」（第

四二二條同此）。有關添附的物權法草案第一一九條、一二０條，也都有「當事

人另有約定的除外」的規定，此時至少從文義上，似乎是把物權的變動都當成任

意性質，而非強制的發生變動，再依預先的處分予以回復。台灣也有學者在法律

未規定的情形下，主張某些法定物權規定─如加工取得所有權─應解釋為任意規

範39。不過不論是強制性質，或任意性質，立法者對財產權關係的介入，都可稱

為法定，在不符合當事人交易最佳利益時，也都會製造一定的排除成本，只是因

屬不同的法律技術，排除的方法會不相同而已。通常見於債法的任意性法定規

範，可以自始排除其效力，強制性的法律規範，交易者只能接受其效力，但可以

「進一步」的合意達到排除的實際效果。

一般而言，強制性的法定物權，排除成本會高於任意性的法定債權。但問題

與其說是在任意性或強制性，更主要的恐怕還是在相對性或絕對性，不論物權、

物權效力或物上之債，都有一定的對世性，依法發生的債權關係，只要債權債務

人間做成合意即可排除。依法發生的物權關係，不論完整或片面，其對世的效力

都不能僅由「相對人」間以合意排除。排除對世效力最佳的手段，當然還是有對

世性的契約安排，但在物權法定的原則下，不一定都找得到這樣剛好可以排除的

38 可參台灣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744 號判決：「法定抵押權，旨在保護承攬人之私人利
益，究與公益無涉，非不得由承攬人事先予以處分而為拋棄之意思表示，此細繹修正後民法第五
百十三條已規定法定抵押權應辦理物權登記，並可預為登記。如未辦理登記，縱其承攬關係之報
酬請求權發生在先，仍不能取得抵押權，自無優先於設定抵押權之效力等意旨益明。」但有時法
院又會對法定物權的拋棄有所保留，比如最高法院 75 年台上字第 947 號判例：「民法第七百八
十七條第一項所定之通行權，其主要目的，不僅專為調和個人所有之利害關係，且在充分發揮袋
地之經濟效用，以促進物盡其用之社會整體利益，不容袋地所有人任意預為拋棄」，就此不同意
見可參蘇永欽，相鄰關係在民法上的幾個主要問題─並印證於 Teubner 的法律發展理論，收於「跨
越自治與管制」，1999 年，頁 189-194
39 參閱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冊，修訂二版，2003 年，頁 506, 台灣最高法院 54 年台上字第
321 號判例亦同：「因承攬契約而完成之動產，如該動產係由定作人供給材料，而承攬人僅負有
工作之義務時，則除有特約外，承攬人為履行承攬之工作，無論其為既成品之加工或為新品之製
作，其所有權均歸屬於供給材料之定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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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舉例來說，依相鄰關係規定，袋地所有人對周圍地有通行權，如果非如立

法者所預設的，通行始可創設較大的經濟效益，比如該袋地為可利用性甚低的畸

零地，周圍地的完整利用卻可能因袋地通行而受到相當大的減損，這時周圍地所

有人應該願意支付相當代價排除袋地的通行，如果參考德國民法第一０一八條的

規定，排除相鄰關係通行權也可該當於台灣民法第八五一條的「便宜之用」要件，

因此對周圍地所有人而言，最簡便的處理方式就是和袋地所有人設定此一「不行

使袋地通行權」的地役權，可以一次「屬地」、「對世」的排除此一法定地役權。

比起所有人間訂立債權契約，約定各種違約條款，以及轉讓仍應使受讓人受此拘

束的追及條款，不僅簡單，而且有效。可惜在物權法定主義之下，這樣剛好可以

排除法定物權的物權，寧為例外。實務上，大量存在的委託加工產業，用前面提

到的加工條款，大體上也已經可以排除因加工而喪失所有權的危險，但這也是因

為民法對動產所有權的讓與有較大彈性之故40。

碰到某些法定的不動產物權，要排除就相當麻煩了，比如過去讓銀行頭痛的

營建業者的法定抵押權。台灣最常見的房屋營建，定作人的建設公司不會到最後

才一次付清全部的工程款，而是依工程進度分期給付，因此建設公司或合建的地

主多數還得向銀行融資，但銀行最主要的償債擔保，也就是興建的房屋，上面竟

有承攬人營建公司的法定抵押權，當然會躊躇不前，相對的，營建公司未必需要

這樣的擔保，因此銀行多會在貸款時，要求借款人建設公司或地主取得承攬人營

建公司出具的，以貸款銀行為對象的「拋棄法定抵押權切結書」。問題是這種拋

棄有多大的效力？基本上財產權當然可以拋棄（台民第七六四條），但拋棄是一

種處分行為，一定要符合處分行為的要件才發生處分的效力，就不動產而言，即

需完成登記才生處分的效力（台民第七五八條）41，而且以其單獨行為的性質，

為保護可能有利益者受到影響，解釋上還須把拋棄的意思表示向其為之，以其受

領為意思表示生效的要件，此所以地上權的拋棄即明文規定應向土地所有人為之

（台民第八三四條第二項）。民法第五一三條未修正前，承攬人抵押權既不待登

記即已發生，其拋棄即無從登記，即使能登記，也還有向誰為拋棄的問題。因此

基本上只會對受領拋棄表示者發生「不行使」抵押權的「債權」效力而已。相鄰

權如袋地通行權的拋棄，如非設定不行使的地役權，如前所述，不論以契約或單

獨行為為之，結果也是如此。抵押權既未消滅，排除的效力也就不完整，可能還

要另用其他方式來強化。把法定物權改為登記始生效力，如修正後的承攬人抵押

權，排除成本自可降低，實務上，多由承攬人營建公司與定作人建設公司「共同」

向定作人的貸款銀行，為拋棄「抵押權登記請求權、預為不動產抵押權設定請求

40把法定物權規定或解釋為任意性質，主要的法理困難還是在其對世性，如果法定已使對世性所
要求的公示原則，因欠缺格式化的公示而打折扣，若許當事人間任意排除其發生，則因排除本身
的相對性、隱匿性，會使個案中法定物權究竟有無發生，調查成本更是加倍。但對於動產而言，
因為物權公示格式化的程度本來就不高，其存在的公示只能依賴占有的推定，變動的公示亦僅為
占有的交付，且還承認實際上全無公示性的占有替代（如占有改定或指示交付），故最終只能用
善意取得來保護交易安全，這使得此一法理困難，在實務上不會形成太大的負擔，從此以觀被規
定或解釋為任意性的法定物權，大概都是動產物權，即不難理解。
41 可參司法院院字第 2193 號解釋，最高法院 74 年台上字第 2322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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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及單獨申請抵押權登記之權利」的聲明，解釋上即可同時發生承攬人對定作人

拋棄該等權利的效力。但因為始終無法對世的排除此一尚未「意定」，但已潛在

「法定」的抵押權42，仍常起爭議而產生不小的爭議成本43。大陸合同法第二八

六條賦予承包人的申請拍賣工程並優先受償權，對於貸款銀行同樣會構成不確定

的權利風險，如何排除此一風險，和台灣修改台民第五一三條前的情況，十分類

似。

先買權對於標的物的交易也可能是相當大的障礙，在標的金額龐大、締約條

件的構思、協商往往需要投入相當人物力的某些不動產交易，潛在的交易對象考

慮到一切談妥後，殺出一個程咬金就會全盤易手，也許一開始就躊躇不前。所以

先買權的具體發生，也就是到了可以行使的程度，通常雖都要先成立所有人與第

三人的買賣契約，否則根本無從排除44，但果真如此，會使很多理想的交易者保

持觀望，達不到經由競價而找到Kaldor-Hicks test最佳權利分配決定的目的45。因

此所有人和有意的交易對象都會希望更早就排除先買權。台灣的法院實務，若有

意者與所有人對於交易條件已經談得差不多時，使有先買權者「預先」為拋棄的

表示，基本上也都還是肯定其效力46。惟此一先買權因無從以登記方式拋棄，終

究無法生「物上」的效力，必須一次一次的行使，尤其碰到有對抗第三人效力的

先買權時，若交易破局，下筆交易進行時，交易相對人一定還會要求先買權人再

為一次拋棄，排除成本因此不斷增加。與此相近的是租賃契約對抗受讓人的效

力，買受人要排除租賃契約，也只有使承租人先為拋棄一途47。

排除成本並不限於交易關係中的法定物權，立法者就一定事實或法律關係介

42 關於其定性可參謝在全，承攬人抵押權之研究，月旦法學雜誌，第 69 期，2001 年，頁 124
43 關於其訴訟上的權利保護利益可參台灣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2253 號判決：「民事訴訟
法第二百四十七條第一項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凡法律關係之存否於當事人不明確，
致原告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得以對於被告以確認判決除去者，均屬之。本件上訴人
主張其因前述承攬關係所生之債權對於系爭建物有法定抵押權存在，被上訴人則予否認，辯稱上
訴人已拋棄該法定抵押權云云，上訴人謂拋棄無效。是系爭法定抵押權之存否，於兩造之間既有
爭執，且因此法律關係之不明確，上訴人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前述拋棄行為之有
效與否，以及系爭法定抵押權是否因拋棄而消滅，攸關系爭法定抵押權之存否，上訴人以此為原
因事實，對於被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欲藉確認判決以除去其危險，揆諸上開說明，殊難謂
其無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44 前註 27, 最高法院就不動產共有人先買權所做 65 年台上字第 2113 號判例可參。針對土地法
第一零四條的先買權，86 年度台上字第 2707 號判決：「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所定之優先
購買權，除基地承租人不於第二項接到通知後十日內為表示，應視為放棄外，若基地承租人於知
悉土地買賣之條件後，曾明示或默示表示拋棄該優先購買權者，自仍生權利拋棄之效力」，也是
在買賣契約成立後才行使。
45 Posner Richard,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5edi., 12 (1998)
46 可參台灣最高法院 80 年度台上字第 2529 號判決：「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共有
人出賣其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旨
在簡化共有關係與公益無關。共有人之優先承買權雖係於他共有人就其應有部分與第三人成立有
效之買賣時始發生，但共有人於他共有人即將成立買賣之際，預先拋棄其即可取得之優先承買
權，尚非法之所禁。」
47 可參台灣最高法院 43 年度台上字第 594 號判決：「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縱將其所有權讓
與第三人，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為民法第四百二十五條所明定。故房屋之出租人，
出賣其房屋時，受讓人雖係以自住之意思而買受，然除經承租人表示願意拋棄租賃權利，或受讓
人有收回房屋之法定事由外，不能強使承租人返還房屋。」



22

入的情形，也可能不符合當事人的利益，而必須排除。不同的是，交易關係中所

生的法定物權，其排除多會由交易者在事前為之，以減少成本。而且交易者既可

預見，排除成本即可內化於交易而得到一定的控制─成本太高者自始即寧可不作

交易。後一情形則只能事後為之，不能內化於交易，比如法定抵押權的排除成本

會計算於房屋建築的承攬交易中，但留置權的發生僅需債權的發生與占有的動產

有「牽連關係」（台民第九二八條第二款，陸物草第二七一條第二款），其中有屬

交易關係者，如動產修繕的承攬契約，交易者因可預見動產被留置的可能，而把

擔保利益計算進去（因風險降低承攬人也有較大降價空間），或事先排除。但牽

連關係也包括非屬交易關係者，即無法事前預見，其所生成本因此未能像法定抵

押權一樣內化於交易，對其發生也就無法經由成本計算而得到控制。此外，事後

的排除，成本往往更大於事前的排除。前面提到不動產時效取得，僅使完成時效

者取得登記請求權，一定程度可降低確認成本，但同時也開啟了失權人作最後努

力的機會，申請登記取得地上權的過程，往往就是訴訟攻防的開始，從而又增加

了不少排除成本48，此所以主張不動產也和動產一樣直接時效取得物權者一直不

乏其人49，失之東隅者收之桑榆，如何權衡，並不容易。非就一定交易關係設計

的法定物權，有時候立法者也知道結果可能不適當，而預設了排除方法，未經計

算債權擔保的需要而強制發生的留置權，因為是就全部占有物行使留置權（台民

第九三二條），很容易形成「過大擔保」而浪費了擔保資源，民法只在運送人留

置權限定運送人按債權額比例留置運送物（台民第六四七條），可以防止此類浪

費50，其他情形，只好通過轉換為質權的規定，使債務人可以提出「相當」的擔

保而消滅留質權（台民第九三七條）， 不妨視為一種對抗不當留置的方法，但這

些嗣後的排除，一去一來，也都是成本。大陸物權法草案未設比例留置的限制，

以相當擔保替代留置也限於留置權人接受的情形（陸物草第二七八條），大大減

少了排除不當留置的機會。

3. 補充法定物權的成本

立法者基於一定考量以法定物權介入財產權關係，由於非經當事人精密計算

和交換，僅抽象假設在一定情境下「應」由一方取得某一對世性權利，即使在多

數情況確能符合當事人和社會整體的利益，但其介入對原已存在的法律關係，也

有如吹皺一池春水，某些調整幾乎很難避免，這可以說是補充法定物權的成本。

48 台灣法院對於時效完成後提出登記申請，到受理申請、完成登記，過程中如何適當平衡所有人
與占有人的權益，一直拿捏不定，最近幾年的作法可參最高法院 83 年台上字第 3252 號判例：「占
有人若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三條規定，由其一方申請登記為地上權人，經登記機關受理，在
公告期間，土地所有人提出異議者，登記機關應依土地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予以調處；不服
調處者，應於接到調處通知後十五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調處結果，若對占有人不利，占有
人對土地所有人提起之訴訟，即得請求該所有人容忍其辦理地上權登記，以排除土地所有人之異
議，使登記程序之障礙除去，俾完成地上權登記。」
49 比如李芳南，民事訴之聲明及相關實務法律問題之研究，司法院研究年報第 19 輯，1999 年，
頁 165。
50 在最近法務部重新研修留置權修正，已把第九三二條的「全部留置」原則作了調整：「債權人
於其債權未受全部清償前，得就留置物之全部，行使留置權。但留置物為可分者，僅得依其債權
與留置物價值之比例行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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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的情況是，當立法者為了矯正自治之弊或打破自治瓶頸而介入後，往往需要

靠更多的自治來善後。

法定地上權是最典型的例子，台灣民法第八七六條第一項規定：「土地及其

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而僅以土地或僅以建築物為抵押者，於抵押

物拍賣時，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其地租由當事人協議定之，協議不諧時，得

聲請法院定之」。補充的必要性很清楚，地上權在台灣民法雖不以地租的約定為

成立要件，但通常都會約定，只是不一定登記，未登記時，僅為土地所有人與地

上權人間的「伴隨債之關係」而已。在法律為解決房地產權衝突而介入的情形，

當然要假設土地所有人非「慈善事業」，而許其請求合理的地租。台灣民法特別

之處，僅在明定當事人的協議義務，及當事人無法達成協議而陷於進退維谷時，

法院的補充形成義務。實務上碰到的問題卻不以此為限，因為地上權從天而降，

還有時間和空間範圍有待協議，如果當事人無法達成協議─這種情形正因為地上

權人自恃有法律保障而不願讓步，土地所有人卻自覺吃虧而期待較高補償，發生

的機率事實上甚高！─，可不可以請求法院來裁判，就非常有爭議。所以在修正

物權編時，才特別增訂就地租、期間及範圍協議，且不能協議者可由法院以「判

決」定之。草案對其他類似的情形，也都作了相同的規定（如台物草第八三八條

之一、八四０條第五項，第八四０條之一、第八四０條之四、第九二七條第五項

等）。在依時效取得地上權的情形，也有類似的問題，民法未作規定，還特別勞

動大法官在第二九一號解釋作後作了「應由法院裁判」的旁論。這些補充的協議，

和訴訟或非訟的程序，也都是法定物權引發的善後成本。大陸土地未開放私有，

所以沒有此類房地異其所有的問題。

但其他的法定物權何嘗不需要補充？比如相鄰關係的權利，台灣民法只用

「應支付償金」一句話輕輕帶過，實際上承擔鄰地通行、過水、飲水、拉線等，

可以請求多少償金，一次還是分期給付，都需要雙方協商，談不攏的機率也很高，

最後還是必須訴諸法院。此一物上之債性質的償金，又不像法定地上權的地租，

協議後可以登記，而有明確的物權效力，相鄰關係所生的償金債權，在現行法下

不能辦理登記，這使得任一土地易主，都可能需要重起談判。要想一勞永逸，雙

方可能仍需就法定物權的內容登記地役權及地租，法定物權原要減省的締約成本

還是省不掉。目前物權編草案並未嘗試一般的為這些問題善後，只選擇袋地通行

的情形，對於周圍地損害最小的處所和方法有爭執時，明定得由通行權人或異議

人聲請法院以判決定之（台物草第七八七條第二項後段），損害周圍地過鉅時，

周圍地所有人得請求購買，對於買賣價額如果談不攏，也可以聲請法院以判決定

之（台物草第七八八條第二項）。這些補充成本都還可以預見，而由當事人計算

後再決定要不要投入，比如要不要行使通行權。大陸土地雖非私有，但土地上可

能有各種用益權，土地所有人和這些用益權人，以及建物所有人之間，也還需要

相鄰關係的規範，其物權編草案第八二條規定通行他人土地之權，其要件如「相

鄰各權利人因通行必須利用該土地的」，「根據當地習慣必須利用該土地的」，

對於是否符合要件，固然需要確認，具體行使的方法、範圍，也都還需要作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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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定，他如是否支付，支付多少償金，八九條也僅規定：「不動產權利人為相鄰

各權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鋪設管線等提供便利受到損害的，可以請求相鄰

各權利人補償」，實際上難免會起爭議，法律雖未規定，似乎也只能請求法院來

裁判了。

有些補充成本則未必能事前計算，比如動產附合或混合，或在他人不動產發

現埋藏物，而在附合物、混合物、埋藏物上成立共有關係，共有人勢需為如何共

管或分割開始協議，意定的共有未必無效率，法定的共有卻是一種反公有狀態，

而很難有效率，最後往往還是走到法院，請求判決分割51。此外，因受讓租賃物

而繼受的租賃契約（台民民法第四二五條、四二六條、四二六條之一，陸合第二

二九條等），除了陷入哪些關係在繼受範圍，哪些不在的爭議外，如何相互調適

而作必要的補充，也都會製造成本。和台灣民法所繼受的德國民法相比，後者規

定了出租人對承租人就受讓人的損害賠償義務負無先訴抗辯保證人的責任（德國

民法第五六六條第二項前段），承租人則得終止租約（德民第五六六條第二項後

段），並就已付押租金、租金等問題詳細規定（德民第五六六條之一至之五），

台灣的立法者幾乎只是把承租人和受讓人「送作堆」，就撒手不管，大陸合同法

的規定更是語焉不詳，隱藏的補充成本有多大，只要看台灣法院有關第四二五條

的案源不斷，已可知泰半52。

4. 防止法定物權的成本

立法者在設計法定物權的時候，可能還要考量潛在失權者的反應，或者更精

確的說，防止失權的措施，其花費雖然不是那麼直接，但不能說不是法定物權連

帶引起的成本。最主要的，就是增加失權風險，連帶增加的防險成本。依民事財

產法的原則，物權人本來就要承擔物的風險，比如房子要加裝門窗防護，必要的

時候要投保火險。機車停放路邊要上鎖，投宿旅店貴重物品要託付保管等。但財

產權的基本設計，比如無權處分不生效力（台民第一一八條，陸合第五一條），

不動產還要經過登記才可能發生物權變動（台民第七五八條，陸物草第十條），

可使物權人比較放心的把財產交由他人占有，即使一時被侵奪，還可以基於物權

向占有人索還（台民第七六五條，陸物草第三九條）。特別是在立法者決定保護

動產交易安全，而犧牲無權處分不生效力的原則時，又特別針對盜贓遺失物，使

被害的物權人還有兩年的回復機會（台民第九四九條，陸物草第一０七條），其

經濟合理性即在降低物權人的保護成本，只需維持在合理程度即可。故若動產一

旦脫手，法律即優先保護善意交易者，如某些國家民法的規定，很可能會迫使動

產所有人提高保護的投資，有人稱此為「盜失相關成本」（theft-related cost），和

保護善意受讓人所減省的權利調查成本相比，一增一減，何者為重，全看立法者

51 可參蘇永欽，從效率觀點看幾個共有關係的爭議，收於「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2002 年，
頁 303-310；再談共有物分割的問題－從比較法和法政策角度分析，收於「私法學之傳統與現代
─林誠二教授祝壽論文集」，下冊，2004 年，頁 473-480 整理了裁判分割背後的政策考量。
52 相對於台民的簡略，大清民律草案反而已經知道參考德國民法作了較為詳細的善後規定（草
案第六八０至六八二條），簡化的原因何在，已不可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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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衡53。台灣民法有關動產加工取得和時效取得，都未加上主觀善意條件，背

後的權衡即未如善意取得制度，對盜失相關成本給予相當的考量。為德不卒的結

果，就是動產所有人可能會因此擔心遭竊或遺失，被處分後雖還可能要得回來，

但一旦被竊賊惡意加工，還是全無希望，碰到惡意受讓，本來還有在十五年內索

還的機會，又因為有時效取得，也可能五年即終局喪失索還機會，為此而不得不

提高防盜防失的投資54。大陸物權法草案對於加工、附合、混合，則一律排除惡

意者的取得（陸物草第一二二條），對於防盜成本應有一定的抑制作用55。但民

法總則草案對於不動產和動產的時效取得，都不設主觀條件，又會增加防盜成本。

再如台灣民法對於留置權的發生，本來限制只能是債務人的動產，物權編修

正草案擬依部分學者的建議，再把占有者屬非債務人的動產而為債權人所不知

者，也納入留置範圍（台物草第九二八條第二項後段），將使動產所有人連把動

產託付他人都要特別小心，免得無端變成別人的擔保品，就此大陸物權編草案倒

是明確規定留置物限於債務人的動產（陸物草第二七一條），不會增加防止失權

的成本。不動產的產權保護因為有登記制度，成本被壓得很低，就算被他人強占，

也不用擔心權利發生變動。從這個角度看，台灣最高法院很早就以判例把已登記

土地也納入時效取得地上權、地役權的範圍，不僅有嚴重的違憲問題56，無形中

也增加了土地產權的防護成本，很有商榷餘地。

5. 扭曲競爭機制的成本

從拍賣法則來看，經由市場公開競爭，把財貨賣給出價最高者，通常也就找

到了最有效率的資源利用者，則法定優先權即有可能因為扭曲競爭，而使資源由

非最佳利用者取得。因為表面上先買權人是用相同的條件捷足先登，實際上第三

者取得標的物後通常需要比已經和標的物有某種利用關係的先買權人，付出更大

的調適成本，如果先買權人在競價上有先天的優勢，願意進場與先買權人角逐者

已經不多，但除非資源的最佳利用者能創造的資源效益比先買權人大到一定程

度，以致他的出價會高到讓先買權人卻步，否則先買權人應該都能優先取得，但

競爭機制已經受到扭曲，無法經由市場找到真正最佳的資源利用者。意定的先買

權不會有這樣的問題，因為設定先買權以取得未來交易優勢者，必然為此先付出

了代價，其後仍願意以和市場最有利條件「相同」的條件爭取交易，足以顯示他

才是最佳的資源利用者。如前所述，法定優先權的正當性是在於降低利用變動的

成本，及簡化法律關係降低的協商成本，立法為此而犧牲競爭機制，當然也是一

種權衡。

53 相關文獻及討論可參蘇永欽，動產善意取得若干問題，收於「民法經濟法論文集」，1988 年，
頁 172-179；經濟分析的對話，如張永健，論「動產所有權善意取得」之若干問題，台灣本土法
學雜誌，第 27 期，2001 年，頁 115-116。
54 被害人對於惡意加工人、惡意拾得人當然還是保有侵權行為的請求權，但該請求權只有短期
時效，而因為所有權將確定喪失，即使找到人也要不回來。
55 台灣民法物權編修正草案也將明文排除惡意者的添附取得（台物草第八一四條之一），但惡意
仍可時效取得，只是和善意有過失一樣，要十年才可取得（台物草第七六八條），比善意無過失
者要多花一倍時間（台物草第七六八條之一）。
56 可參蘇永欽，財產權的保障與大法官解釋，收於「違憲審查」，1999 年，頁 126-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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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會扭曲競爭機制的是法定抵押權和海事優先權，前者使銀行資金的流入

也許不是最有生產力的地方，後者降低了某些債權的風險，扭曲了比方勞力市場

的競爭，這當然也就是立法的本意，但如果所要追求的社會政策效果未如預期，

就不能不考量這樣的成本是否值得了。

四、法定物權的立法政策

綜合以上的分析，大概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即法定物權既有諸多合理的經濟

與非經濟的考量，說明即使在尊重自由意志的民法，仍不能否定其存續的價值。

惟另一方面，法定物權又會製造不小的成本，且未必都能內化於交易，而在發生

的頻率上受到一定控制。如果所失者尚且高於所得者，便是失敗的介入。因此立

法者有必要建立一套判斷是否及如何介入的標準，並努力作一些事實研究，在此

基礎上去作調整。近年台灣民事立法對於法定物權只見增加而未認真檢討其合目

的性，大陸的情況可能不盡相同，但整體而言，立法者以賦予物權或物權效力為

方法介入人民財產權關係，從所有權、先買權到留置權，也用得非常「順手」，

但草率的程度不遑多讓，有時還有過之，似乎顯示兩岸立法者對法定物權的社會

成本都未給予足夠忽視，以下幾點或可作為立法政策上的參考：

1、淘汰過時的法定物權

立法者首先應檢討，有沒有法定物權已經時過境遷，存在價值有限，徒然製

造不小的社會成本？本文認為，台灣民法規定的不動產物權時效取得應該可以入

列。台灣土地總登記早已完成，未登記土地只剩無須登記的土地，本無時效取得

所有權的餘地。在嚴密的建管制度下，未登記的定著物，絕大多數屬於違章，因

無法登記根本無法適用不動產時效取得制度57，其產權如比照動產處理反而更見

流暢。實務上為使不動產時效取得制度仍有適用可能，特別放寬「未登記」要件，

而在準用於地上權、地役權時，允許就已登記土地主張，結果則如前述，破壞了

登記制度的公信力，增加土地產權的防護成本和爭議成本，卻仍然少見登記成功

案例。在他人已登記土地上為無權的利用，究竟基於何種理由可以因時間經過而

取得權利，最高法院其實從來沒有說清楚58，反倒是大法官在審查有關地上權時

效取得登記規定有無違憲時，三度作了闡明：「民法第七百六十八條至第七百七

十二條關於因時效而取得所有權或其他財產權之規定，乃為促使原權利人善盡積

極利用其財產之社會責任，並尊重長期占有之既成秩序，以增進公共利益而設。

此項依法律規定而取得之財產權，應為憲法所保障」（第二九一、三五零、四五

一號解釋）。第二九一號解釋甚至認為無權占有人所建的房屋為違章建築時，也

不應有礙於地上權的時效取得：「以有建築物為目的而因時效完成取得他人私有

土地之地上權登記請求權，與該建於他人土地上之建築物，是否為『合法建物』

57 參閱王澤鑑，民法物權，第一冊，2001 年，頁 199.
58 比如台灣最高法院 69 年度台上字第 1317 號判決所持的理由是：「地上權為土地他項權利，其
登記必須於辦理土地所有權登記同時或以後為之，如土地未經辦理所有權登記，即無從為地上權
之登記。故依據民法第七百七十二條準用取得時效之規定，聲請為地上權之登記時，並不以未登
記之土地為限」，純粹只是為準用而準用，沒有任何實質理由。



27

無關。如非『合法建物』，應依有關建築管理法規處理。而地上權之登記與建築

物之登記，亦屬兩事」。然而民法第七六九條規定的時效取得所有權要件僅需「占

有」，無須證明為資源的「積極」利用，理論上單純占有即可主張時效取得所有

權，簡陋的房屋也可以主張時效取得地上權，反過來說，土地所有人也只要中斷

占有即可中斷時效取得，大法官所說的「促使原權利人善盡積極利用其財產之社

會責任」，實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比較有道理的是「尊重長期占有之既成秩序」，

但這也只能適用於依賴占有為權利公示的動產，對於已經建立完整土地登記制

度，並有意以此獨占公共信賴，保障交易安全的不動產而言，再去「尊重長期占

有之既成秩序」，難道不會使交易者無所適從？大法官不以登記財產權的保障為

基礎，認定地上權時效取得的規定違憲，反而以最高法院擴張準用，讓無權占有

人取得的期待權更值得保護，是相當乖謬的財產權解釋59，不過這兩號解釋基本

上還是以民法的規定為其出發點，尚非以時效取得物權的制度為憲法的要求，故

立法者應該可以一舉廢除這個沒有充分理由，徒然製造甚高社會成本的不動產時

效取得制度，不會有違憲的問題。大陸民法總則草案對於不動產連所有權都適用

取得時效，其不當已如前述。

2、精確預設介入的條件

法定物權有利有弊，固然需要權衡，但未必要作全有全無的決定，就以時效

取得制度來說，對於僅能以公示程度甚低的占有作為公示方法的動產，其降低調

查、爭議、保存權利證明等成本的正面功能，仍可肯定而值得保留。大陸物權法

草案不分動產不動產一律不設時效取得制度，也許就可以再作斟酌。立法者如果

能掌握社會成本的增加，是源於社會條件的改變，原有法定物權預設的典型情況

今昔已大不相同，也許比較好的處理，是反映社會變遷把法定物權的發生要件加

以調整，使適用的結果可以利大於弊。以動產的附合、混合、加工而言，在沒有

今天這樣工業化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古羅馬社會，針對非交易的事實行為或結果去

處理產權爭議，沒有什麼不當，到了今天，這類爭議發生於單純事實行為的已經

是例外的例外，大部分的加工、附合、混合都已經是在交易關係中發生，此時若

不區隔有無交易關係的不同前提，把交易關係中的行為明確排除於物權變動的構

成要件以外，則法定物權反而會成為爭議之源。此所以台灣的動產擔保交易法，

到了七０年代便增訂第四條之一，排除民法有關擔保權因動產添附而隨所有權消

滅的規定（台民第八一五條），以免妨害了擔保交易。但針對所有權的可能變動，

仍然要適用民法的規定，業者還是必須以加工條款來作回應，所產生的排除成本

有待立法處理。故有關動產添附的規定，如果能加以修正，明文規定所有權的變

動於動產權利人間就添附有法律行為時不適用之，應該是比較理想的利弊調和。

大陸的物權法草案現在是以「另有約定的除外」，就立法技術而言，一方面在法

理上仍不順暢，已如前述，另一方面個案中承攬契約當事人是否有排除加工取得

的意思，解釋上還留下爭議空間，實不如直接規定排除適用於依法律行為所為加

工，或所生附合、混合的結果。又如從法定共有會製造反公有狀態來看，大陸民

59 前註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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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物權草案有關附合的規定，只要數物成為合成物，即發生合成物的共有，非如

混合以「不可分離」為其要件，解釋上似乎縱可分離，也不致排除共有，考量的

可能是分離回復原狀所生的費用，但若不像台灣民法那樣以分離是否產生過高花

費為其限制，則節省了回復原狀的成本，可能還不足以補貼法定共有關係所生的

社會成本。如果反過來把附合的要件嚴格解釋為必須達到不可分離的程度，則只

要尚可分離，無論分離需費是否過高，任何一方都可請求回復原狀，又會引發太

高的回復原狀成本。兩種解釋都不盡妥適，足見構成要件尚未臻精準。

再如留置權，其合理性應該還是建立於降低擔保交易的締約成本，單純保護

債權的理由，與民法保護債權的整體設計難以配套60，反而會增加動產的防護成

本，則在發生的構成要件上，把涵蓋過廣的「牽連關係」（台民第九二八條，陸

物草第二七一條第二款），限縮於交易關係中占有與債權的牽連，也就是學者所

歸類的「債權與該動產之返還義務係基於同一法律關係而生者」類型61，如修車

行的修理費與汽車返還義務，而明確排除「基於同一事實關係而生者」類型，如

兩人相互拿錯筆記型電腦，則因為在前一類型本來就已進入交易關係，可能就是

恰如其份的利弊權衡。這時因為動產所有人對交易相對人已做過一定的評估，不

會有額外的防護成本，交易者還會把擔保利益計入而樂於交易，從保護交易安全

的角度來看，甚至把標的擴張到非債務人所有，如台灣物權編草案的設計，也還

與善意取得的立法政策若合符節62。

3、精確選擇物權的類型

立法者肯定介入的必要性時，在物權法定的前提下，還要仔細思考用何種物

權，或賦予何種物權效力？不恰當的物權，會沒有必要的製造補充成本，乃至排

除成本。台灣民法各種為解決房地產權衝突而設的法定地上權，就是最好的例

子。這些衝突都是出現於土地上已經有建物時，因此嚴格而言，有衝突的是「該」

建物的產權與其基地產權，而不是抽象的基地利用權與基地所有權。因此如果能

賦予容忍該建物利用土地的權利，即可消弭衝突，換言之，此時需要的不是建物

所有人對基地的「人役」性利用權，而是建物對土地的「地役」性利用權，立法

者如果作這樣的選擇，即不需再為利用的期間和範圍操心，補充法定物權的成本

可以大大降低。反之，如果立法者選擇前者，如台民第八七六條，規定房屋拍定

人可取得對土地的「地上權」，實務上就會出現一堆爭議，物權編修正也才要為

此特別擴大了法院受理裁判的事項。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基地利用權的時效取得

（釋字第二九一號解釋）。立法者選擇地上權的原因，顯然在於現行法尚無建物

對土地的役權，只有土地對土地的役權。然而既然是法定，立法者並非不能創設

新品種的權利或物權效力，土地法上的先買權就是如此。而且建物對土地的利用

60民法上的一般留置權既未達到私力執行規定的「緊急性」（如自助行為）和「有效性」（如抵銷）；
也未達到特殊留置權或法定抵押權的「高風險性」（如場所主人留置權）、「衡平性」（如出租人、
運送人，乃至房屋營建人基於先付義務所生風險）和「社會政策」考量（國宅法定抵押權）。即
使以一般的債權保全制度來衡量﹐也未達到債務人行為的「可非難性」（如代位、撤銷）。
61 參閱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下冊，修正 2 版，2003 年，頁 397
62 較深入的討論可參蘇永欽，債權人可否留置非債務人之物？收於蘇永欽編，民法物權爭議問
題研究，1999 年，頁 291-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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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在台灣民法第八四零條第二項其實已可見其端倪：「土地所有人，於地上權存

續期間屆滿前，得請求地上權人，於建築物可得使用之期限內，延長地上權之期

間。地上權人拒絕延長者，不得請求前項之補償」。這裡所謂「於建築物可得使

用之期限內」，即以建物繼續存續為目的，解釋上其範圍應該也與原地上權相同，

因此即使不把地役權擴張為不動產役權63，立法者處理建物與基地產權的衝突，

一旦決定不變動建物所有權，還是可以朝此方向規定，以第八七六條為例，其第

一項即可改為：「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而僅以土地或僅

以建築物為抵押者，於抵押物拍賣時，於建築物可得使用之期限內，土地所有人

不得請求除去，其地租由當事人協議定之，協議不諧時，得聲請法院定之」，其

他情形以此類推。當然如果能把地役權的標的擴張到定著物，這裡就可以明定「該

建築物與基地視為已有地（不動產）役權的設定」，對地租的公示，更為有利。

大陸民法雖因土地公有，而不會發生類似的房地分屬不同私人，而需要法定地上

權或不動產役權來避免拆屋的問題，但對於不動產相互利用以增加其整體價值的

地役關係，反而更能正確掌握，其物權法草案第一七０條界定的地役權，雖仍稱

「地」役權，但在標的上都規定為「不動產」。

把地役權從土地之間的關係擴張到土地、定著物與土地、定著物之間的關

係，用在屬於法定地役關係的所有權相鄰關係上，也可以更精準的處理現代的相

鄰關係糾紛。不過這裡又牽涉到相鄰關係如何正確定位的問題。從體系上理解這

套放在不動產「所有權」的規定，條文雖多以「所有人」作為權利義務主體，但

應該就是相鄰不動產相互供役或單向供役的法定地役關係，而非「所有人」對相

鄰不動產的法定人役關係，既為地役，則所有權上的用益物權，乃至基於債權取

得的用益請求權，分享或承受其對另一不動產上的權利或義務，而不能超出此一

法定地役關係，亦即為法理的當然。就此而言，台灣民法在地上權、永佃權、典

權各節中的準用規定（台民第八三三條、第八五０條、第九一四條），本來就有

畫蛇添足之嫌，修正草案第八００條之一又深怕遺漏而擴大準用範圍：「第七百

七十四條至前條之規定，於地上權人、農用權人、地役權人、典權人、承租人、

其他土地、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利用人，準用之」，在標的物上雖作了合理的擴

張，但在權利義務主體上則把相鄰關係完全導向法定人役關係，使得原來單純的

所有權關係，會因為主體的擴張而變得十分複雜─比如通行袋地的償金債權債務

主體如何認定─，無端的增加了不小的爭議成本，便十分不值。大陸物權法草案

有關相鄰關係的規定，因為加入了公法色彩，其第九一條規定：「本章規定的不

動產權利人包括不動產的所有權人、不動產的用益物權人和不動產的占有人」，

也更模糊了相鄰關係的財產權定性。

權利精確定位的問題還可以留置權為例。留置權因為過大擔保而引發的排除

成本，原因也在立法者賦予債權人過度的保護，比較法上不問原因而給予所有債

權人這樣大的擔保權，大概只有瑞士和台灣民法，現在大陸物權法似乎也要跟

63 相關討論及立法建議可參蘇永欽，重建役權制度，收於「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2002 年，
頁 285-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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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德國民法只針對特定契約有法定質權的規定，日本民法雖也有留置權，但主

要效力還是對抗返還請求，沒有拍賣取償的功能64，是抗辯權而非擔保權，荷蘭

法上的留置權有優先受償效力（第三編財產法通則第二九二條），但限於有特別

規定者，與德國法定質權相同（通則第二九零條）。兩岸民事立法者應該也可以

考慮朝除去其優先受償效力的方向調整，以與質權區隔，而把確有平衡高風險需

求的特殊留置權，保留完整擔保物權的性質，改稱法定質權，。

4、儘量避免形成反公有

房地分離的原則，使房地異其所有的情形經常出現，很容易形成反公有的財

產權關係，法定地上權和先買權皆由此而生。此一原則有其歷史因素，現在很難

重新調整，但立法者至少應努力減少造成房地產權分離的因素，近年台灣立法多

已注意及此，而對單獨處分加以限制，如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四條第二項：「專

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用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

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物權編修正草案第八三八條第三項：「地上

權與其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不得分離而為讓與或設定其他權利」，第九一七條第

二項：「典物為土地，典權人在其上有建築物者，典權與地上建築物不得分離而

為讓與或設定其他權利」等，都是緩解房地產權衝突的適當立法例。和善後的法

定地上權，或誘因性的先買權比起來，處分權的限制（「處分一體原則」）也是

一種立法對私法自治的介入，但副作用最小，值得立法者更多予運用。

同樣可以減少反公有狀態的，是共有關係的進入和消除。法定共有關係的立

法應儘量避免，共有物的分割，以共有人協議為原則，無法達成協議或調處時，

只有裁判分割一途。但裁判分割如果仍執著於原物分割，很容易又形成另一形式

的反公有財產關係─包括土地交錯相鄰，或房地上下分有，從這個角度來看，如

果共有人無法就分割方法達成協議，或接受調處，一律以變價分配，也比較能徹

底排除反公有的財產關係65。大陸物權法草案第九九條規定：「共有人可以協議

分割方式。達不成協議的，共有的不動產或者動產可以分割並且不會因分割減損

價值的，應當予以實物分割；難以分割或者因分割會減損價值的，應當採取折價

補償、拍賣、變賣等方式予以分割」，由於在不動產的情形，整塊利用的價值恆

高於切割，實物分割很難避免價值的減損，故德國實務顯示幾乎都以變價為原

則，比起台灣立法始終在原物分割上打轉，實更勝一籌。

5、審慎考量替代的方案

在權衡要不要以法定物權介入自治領域的時候，立法者不要忘了其他的可能

性。如前面分析的，民法債編許多任意規範性質且僅有相對效力的規定，也是「法

定」，同樣有引導和補充私法自治的功能，交易者可以選擇接受，而省卻就此再

為約定的麻煩，也可以選擇不接受，而以其他約定替代，或明示排除該規定的適

用。這裡同樣有介入的妥當性問題，如果立法者的介入反映了交易的典型利益狀

態，則大部分交易都將默認此一規定，而有減省締約成本的功能，反之，如果立

64 參閱近江幸治，擔保物權法，祝婭、王衛軍、房兆融譯，法律出版社，2000 年，頁 27
65 前註 51,二文皆比較了不同裁判分割方法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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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者作了錯誤的評估，以致相當多數的交易必須特別就此作不同的約定，則立法

者的介入反而增加了交易（排除）成本。足見任意性、只有相對效力的法定，和

強制性而有對抗第三人效力的法定，如法定物權，一樣需要作充分的政策考量
66。只是一般而言，前者的調查、排除等成本較低，但正面的保全資源、簡化法

律關係等功能可能也較弱，對立法者而言，自然是不同的選擇。不僅如此，即使

選擇了法定物權，在物權和部分物權的效力─如對抗後手，或協同登記請求權等

─，乃至物上之債之間，在成本效益的評估上也會有此長彼短的選擇，同樣需要

立法者經由事實調查，而做成審慎的評估，沒有絕對的好壞。

因此現代的民事立法者不能只在「比較法」上下功夫，更不要說那種單純「規

範」而非「功能」的法條比較，事實研究的重要性毋寧更高。民事立法必須延攬

司法實務家和瞭解市場實務的專家參與，而不是只有能讀外國論文卻不懂本國實

務的教授，殊不待言。即以建物承攬人的法定抵押權（工程拍賣申請權）為例，

台灣民法從抵押權改為抵押權登記請求權，固已有所改善（大幅降低確認成本），

但建築業幾乎仍普遍認為該規定治絲益棼，未把現代房屋興建在定作、承攬以

外，同時涉及的土地所有人、消費者和銀行等多方利益、風險，一併考量進去，

交易各方發展出來的細緻安排自然會比法定抵押權更能降低風險，提高交易意

願，在信託法實施後，預售交易更已經有走向信託管理的新趨勢，越發凸顯立法

者在此介入的不合時宜，徒然製造昂貴的確認和排除成本67。惟事實研究又談何

容易，涉及如何切入，如何取捨的方法問題，又需要習於解釋用法的法律人，與

公共政策的專家合作，本文尚無法深論。

6、物權法定需要再評估

最後，也許還是要回到物權法定的問題，法定物權和物權法定雖在概念上必

須區隔，但若深入咀嚼前面的討論，仍會發現兩者在立法政策上的密切關連。簡

言之，即當物權的設定必須受限於法律所規定的種類與內容以後，人們以自治回

應交易需求的空間小了，或者說，自治的交易成本增加了（比如必須以許多的債

權關係來取代一個物權關係），某些法定物權相對的反倒可以被合理化。倒過來

說，如果物權種類大幅增加，或者走向自由化，現在很多的法定物權就不再有存

續必要，因為人們可以有成本更低的自治方法，立法者的介入反而沒有效率。

現行租賃權的物權效力，就是最好的例子。此一古老政策還能合理化的真正

理由，在於用益物權的種類實在太少，至少對台灣而言，此制主要適用在房屋租

賃，真正可以找到的合理性還是在於台灣民法始終還沒有就房屋設定的純粹用益

物權─典權功能太複雜。最近從經濟分析觀點討論此一問題的一篇論文，先是用

66 事實上，台灣立法者在台民第四二五條之一：「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
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
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其
期限不受第四百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前項情形，其租金數額當事人不能協議時，得請
求法院定之」，還創造出「推定」的第三種選擇，介於任意規範和強制規範之間，即排除「默示
的排除」，主張有相反約定者應負舉證責任，第二項更使其發生如同法定物權的效力。
67 德國民法第六四八條規定的承攬人抵押權登記請求權在實務上也鮮見利用，可參 Groß,
Heinrich, Die Bauhandwerkersicherungshypothek, 197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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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靜態分析」，得到立法者認為租賃和用益物權等價的結論68。再用動態

分析，從時間先後的差異切入，認為如無此一原則，承租人會考量債務不履行風

險而僅作低度利用，且承租人投入的監督交易成本會大於受讓人投入的調查成

本，且因租屋成本增加對承租人會造成較不利的收入效應等，因此認為原來社會

政策的考量雖已不符台灣社會的現實，但此一原則仍有其經濟上的合理性69。其

分析的正確性恐怕也只在維持物權法定主義，而又不增加用益權種類，且把台民

第四二五、四二六條限定適用於不動產的前提下，才可以成立。因為債權和物權

並存，本來就為提供不同的選擇，債權方便、隱密，但風險較高，不過如果當事

人需要的本來就只是簡單、低度的利用，不需要為權利的公示投入資源，或者已

有其他現成的擔保而無須投入「監督」履行的成本時，選擇債權性質的租賃毋寧

更符合效率，為什麼要立法強制把「所有」租賃都物權化，至少也會增加排除成

本，反而更違反效率？足見真正的問題還是在於交易「選擇」的被剝奪，只在沒

有足夠選擇的情形下，針對不動產賦予租賃權物權效力，也許是比只有債權效力

略優的立法政策。從這個角度來看，大陸物權法草案設計的居住權（陸物草第二

０六條以下）如果通過，合同法第二二九條是否還有必要，恐怕就有再斟酌的餘

地。

先買權也是很好的例子，兩岸立法者一再創設法定的先買權，也許更值得考

慮的是，即使在物權法定主義暫時還無法放棄的前提下，先創設先買權作為新品

種的物權，一如德國和日本70。有了意定先買權的選擇，我們就可以確定願意支

付先買權對價者才是真正的最佳利用者，競爭機制因法定先買權而受到扭曲就變

得全無必要，包括房地產權衝突的問題，可以信任人們基於自利動機，會善用先

買權的設計去減緩。物權也不一定要立即全面的自由化，如果種類還維持某種固

定類型，但內容透過登記或其他公示方法的開放，也已經可以大幅緩解現在立法

者面臨必須依賴法定物權的窘境。比如地上權屆期後建物的處理問題，大陸物權

法草案即因為規定建設用地使用權須明定使用內容，且登記始生效力（陸物草第

一四三、一四四條），對於地上物的善後，就不必因為具體情形的不確定而作非

常複雜的規定，相對而言，台灣民法下的地上權，交易雙方何嘗不會想到善後的

問題，何嘗不知道透過符合雙方利益的方式預先做好安排。但只要雙方的約定不

能登記而只有債權效力（「伴隨的債權關係」），任何一方所有權易手，約定就可

能付諸東流，這時立法者介入解決，甚至像物權編修正草案第八四零條、八四零

條之一、八四零條之二那樣，為回應實務困難而想出越來越複雜的解決方法，好

像也很難說有什麼不對了。新一代立法者不是沒有想到讓更多約定的內容可以物

權化，但修正草案仍只增加了地上權「使用方法」的登記（第八三六條之二），

68 胡天賜，前註 20，頁 165
69 胡天賜，前註 20，頁 165-176
70 德國物權法學者對於限制物權，即在用益權（Nutzungsrechte）和擔保權（Sicherungsrechte）
外，另外分出第三種類型取得權（Erwerbsrechte），包括先買權（Vorkaufsrecht）、請買權
（Ankaufsrecht）和預告登記（Vorbemerkung），都是獨立意定物權類型，台灣民法則只有預告登
記得為意定（台灣土地法第七九條之一），其餘皆屬法定，大陸亦同（陸物草第二二條），可參
Baur/Stürner, Sachenrecht, 17A., 199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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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藉此確保地上權消滅後地上物的合理處置，因此才要另外增訂複雜的善後規

定。

法定物權既然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物權法定而有必要，它也成了我們必須為

物權法定付出的社會成本。這印證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所質疑的，立法者常常因

為第一次的不當介入，而必須不斷介入。因此我們不斷回頭去質疑第一次的介

入，也就是物權法定主義的妥當性，好像就不能說只是書生的迂闊之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