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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两岸立法政策的比较与建议

苏 永 钦

在台湾地区, 物权法定原则已经理论检讨而有松动的倾向, 以因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然而在两岸的民事立法中, 法定物权似乎仍未加检讨地呈现方兴未艾之势。法定物权固然有诸多

合理的经济与非经济方面的价值 , 如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分配的公平等, 但是也会制造未必

能够内化于交易本身的显著社会成本, 如确认物权状态的成本, 以及因不合特定交易需求而发生

的排除、补充与防止法定物权的成本, 并会扭曲竞争机制。法定物权与物权法定原则固有区别,

惟在国家介入财产权关系方面, 实秉承一脉相承的立法政策, 故亦应从私法自治的基本理念出发

加以检讨, 建立妥当的法定物权立法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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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法制定或翻修的浪潮中, 如果说有什么不变的理念, 应该就是对个人自由意志的信任,

作为市场经济基础建设的财产法, 尤其如此。从而, 把必须因时因地制宜的管制性立法放在民

法典之外, 始终还是比较容易操作的体例。¹ 对民法典的立法者而言, 则更需要检讨法律强制介

入财产秩序的方式和程度, 建立一套比较一致的判断基准。在传统的财产法领域中, 物权这一

块法律的介入向来最深, 多数的大陆法系国家明确采行物权法定主义, 物权的变动虽然在多数

情形下是自由的, 但所谓法定物权仍然不少, 台湾地区近年修法更有增加的趋势。对于物权法

定主义的妥当性, 笔者已做过多面向的讨论, º 本文仍从私法自治的基本理念出发, 再对法定物

权的问题做比较全面的整理, 供两岸立法者参考。»

一、物权法定与法定物权

(一) 厘清法定物权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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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5私法自治中的国家管制 ) ) ) 从功能法的角度看民事规范的类型与立法释法方向6 (苏永钦: 5走
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6 , 元照出版公司, 2002 年, 第 6) 11 页) ; 苏永钦: 5民法典的时代意义6 , 载

5月旦民商法杂志6 2004年第 3期。

参阅 5物权法定主义的再思考 ) ) ) 从民事财产法的发展与经济观点分析6 (苏永钦: 5经济法的挑战6,

五南出版公司, 1994 年, 第 1 ) 58 页) 等文字。

本文主要比较台湾地区的 / 民法典0 (下称 /台民0 )、 / 行政院0 所提物权编修正草案 (下称 / 台物

草0 ) , 和中国大陆的合同法 (下称 / 陆合0)、物权法草案 ( 2004 年 10 月 15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会议审议稿, 下称 / 陆物草0)。



假如我们把物权定性为一种存在于特定物或权利上的、有对世效力的财产权关系, ¹ 所谓的

物权法定主义, 就是限制这类财产权关系的种类与内容, 都由法律规定 ( / 台民0 第 757条,

/陆物草0 第 3条) , 不论其发生是源于交易或非源于交易。与此相对的是债权关系的立法原则,

对于这类只有相对效力的财产权关系, 只要是因交易所生者, 不论种类或内容, 原则上都可以

自由约定。在以交易为财产关系形成主要原因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物权法定主义的立法政策,

便使得契约自由对于物权只有 /要不要0 交易的自由, 而没有交易内容的选择自由。对于债权,

却可同时有要不要和如何选择的自由。º

我们所说的法定物权, 则是从物权的 /发生0 来界定, 凡非经交易, 也就是非经自由的意

思表示, 单方或多方合致而依其意思发生变动效力, 径依法律规定即可发生的物权的变动, 就

称为法定物权, 相对于此的可称意定物权。故物权法定和法定物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范畴, 前

者和债权自由, 是针对两种法律关系所定的两个相对的财产法原则, 标的是法律关系的 / 种类

和内容0。后者和意定物权, 则是就两种不同原因的物权所做的二分法, 区隔的基础是 /发生的

原因0。逻辑上, 采取物权法定主义的原则, 使所有物权的种类和内容都只能依法律所定, 仍然

可以不设任何法定物权, 使物权的发生全由交易者决定。反之, 物权即使从法定转向自由, 交

易者已经可以自己创设物权的种类或内容, 也还是可以基于政策考量, 让某些物权在法律规定

的情形下当然发生。足见物权法定和法定物权之间, 没有逻辑上必然的关联。惟从政府介入财

产权关系的角度来看, 物权法定已经对财产权的内容构成甚大的限制, 在物权法定原则下的法

定物权, 则是从 / 要不要0 到 / 内容如何0, 都由国家的法律来决定, 对相关当事人的契约自

由, 自然造成最大的限制。

不过一般教科书使用到法定物权的概念时, 宽窄不一, 比如对所有权依法发生的情形, 如

动产的添附、加工 ( /台民0 第812 ) 815条, /陆物草0 第 119、120条) 很少称为法定物权, 多

只用于在他人物权上依法发生限制物权的情形, 碰到物权存续中发生的物权变化, 有时会被指

涉为一种法定物权, 比如法定地上权 ( /台民0 第 876条) , 有时又当成该物权本身的效力, 比

如典权人对典物的留买权 ( /台民0 第 919条、/陆物草0 第 199条第 1款)。因此为了进行有意

义的讨论, 我们还需要把这个概念作更精确的厘清。首先, 所谓径依法律规定即生物权变动,

只是排除依当事人以一定法效意思所生的变动, 倒不是说, 立法者直接形成特定物权的变动。

法律还是抽象地设定一些要件, 符合要件时, 特定物上就会有物权的变动。这时无论发生得丧

变动的是所有权或限制物权, 既然都是依法即可发生, 其合理性都需要加以检验, 因此法定物

权的概念若排除所有权的法定取得, 当然会使讨论不够完整, 本文就此即采比较广义的概念,

把这些法定的所有权得丧都纳入。但有时在抽象的法律规定以外, 还要经过其它公权力行为才

发生物权变动, 比如征收的处分, 或承垦人承领荒地而取得耕作权 (台 /土地法0 第 133 条) ,

或以物权性质的抵价地领回权替代金钱补偿的处分, 这是行政行为, 又比如分割的裁判, 典权

的除去 (台 /司法院0 释字第 119号解释) 或强制执行, 这是司法行为。中国大陆土地未开放

私有, 但有意藉市场机制提高利用效率, 各种承包经营权都是经由行政处分或行政契约取得

( /陆物草0 第129条) , 宅基地使用权也是如此 ( /陆物草0 第 160条)。若把这类依法行政或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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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永钦: 5物权法定主义松动下的民事财产权体系 ) ) ) 再探中国大陆民法典的可能性6, 载 5月旦民商

法杂志6 2005 年第 8 期。

交易本身当然还是可以掺杂物权和债权的安排, 当物权被法定以后, 用债的安排来补物权的不足尤其

常见, 比如土地所有人与地上权人在设定地上权的契约中约定多项有关该土地利用的事项, 虽不得登

记, 但仍有相互拘束的债权效力, 在德国称此为 / 伴随的债权关系0。



法裁判所生的物权变动, 也归类于法定物权, 因属多层公权力的具体介入, 意义不同, 合并讨

论难免失焦, 因此通常不纳入法定物权的概念, 本文也排除这类公权力介入的情形。

其次, 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 造成一个完整物权的发生, 即所有权或限制物权的取得, 后

者如留置权 ( /台民0 第 928条以下, /陆物草0 第 271 条以下)、抵押权 (台 /国民住宅条例0

第17条)、地上权 ( /台民0 第 876条) , 或者还可以加上被视为 /法定地役权0 的相邻关系规定

( /台民0 第 774条以下, /陆物草0 第 80条以下) , 概称之为法定物权, 固然没有问题。但有时

立法者只是赋予某种对世的 /物权效力0, 比如承租人得对出租物受让人主张其租赁权, 也就是

例外地赋予租赁权一如物权的追及效力 ( /台民0 第 425条, /陆合0 第 229条) , 或者使某些债

权随物权而转, 可称为 /物上之债0, 比如使土地所有人就地上工作物对工作物所有人 (不论是

否原地上权人) 有时价购买请求权 ( /台民0 第 839条) , 或者某种 / 物上0 的公法或私法的

/登记请求权0, 如土地长期占有人对地政机关的时效取得所有权登记请求权 ( /台民0 第 769

条) , 或基地承租人对出租人的地上权登记请求权 ( /台民0 第 422条之一)、房屋承揽人对定作

人的抵押权登记请求权 ( /台民0 第 513条)、建设工程承包人对工程的拍卖优先受偿权 ( /陆

合0 第 286条) 等, 这些情形和狭义的法定物权虽还有距离, 但因为同样是基于一定政策的介

入, 而且在立法技术上和完整的物权常有一定的替代性, 若不并入讨论即可能不够完整, 其效

力既也是依法发生, 不妨称为准法定物权。

不容易厘清, 但仍有必要先加以区隔的, 是某些物权的 /效力0 究竟应视为单纯物权法定

原则下物权的内容, 或者已是特别政策考量下的法定物权或效力。在物权关系中, 依法发生的

从属性物权或物权效力, 如地上权供抵押的权利、抵押权的次序权、动产质权人的紧急处分权、

抵押权人的保全权、出典人的回赎权等, 虽然外形上也会发生某种物权的变动, 仍宜界定为单

纯物权的 /内容0, 属于物权法定的范畴, 而非此处所谓的法定物权。即使是依物权被法律界定

的性质, 逻辑衍生的某些物权变动, 如混同消灭、物上代位、典权人取得典物所有权、抵押权

之后的地上权因妨害抵押权而被法院除去、抵押权随同债权移转、先以设定地上权的债权设质

而于设定后取得地上权抵押权等, 也都应视为广义的物权内容, 若纳入法定物权来讨论, 等于

把个别物权的设计是否妥当也混为一谈, 范围会拉得太大。不过即使属于物权内容的某些权能

或效力规定, 如果细究其意旨已明显非该物权整体设计可逻辑推演得知者, 毋宁只是立法者基

于特殊考量 /外加0 的物权内容变动, 多少还有违正常物权法理的情形, 比如质权人的转质权

( /台民0 第 891条、/陆物草0 第 259条)、典权人的留买权 ( /台民0 第 919条, /陆物草0 第

199条)、典物重建权 ( /台民0 第 921条、/陆物草0 第 202条) 等, 则视同法定物权而纳入讨

论, 便不能说没有意义。此外, 基于物权交易取得的物权, 即使在某种意义上也是 /基于法律

规定0, 使本应无效却例外生效的情形, 如动产善意取得, 定义上也仍应归类于广义的意定取

得, 放在法定物权讨论, 容易误导。¹ 问题还是出在 /法定0 二字的含混, 台湾地区学说上常以

原始取得和继受 (传来) 取得来区分两种物权的变动, 以强调物权内容因变动原因的不同而受

到的影响。碰到这些形式上也是 / 依法律0 而发生变动的情形, 究属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

有时就会争议不休。这里的变动虽有法律的介入, 但变动仍在意定范围, 可以说是意定内的法

定, 不能和发生上的法定相提并论, 从而典权人所取得的所有权, 可能仍存在先于典权设定的

抵押权负担, 善意取得的动产所有权, 对于其上的动产抵押权, 也仅于同样不知情且未登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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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非基于物权交易的/善意取得0 ,如留置权的善意取得, 与此又不同, 应可置于法定物权的范畴内讨论。



取得无此一负担的所有权 (台 /动产担保交易法0 第 5条) , 基本上仍为继受取得。¹

在以上限制下的法定物权, 大体而言, 无非是在法律规定有一定自然事实或法律事实发生,

或因一定事实行为, 或在一定债权关系中, 所发生的物权。自然事实, 比如人的死亡、土地的

淹没浮覆、动产的结合变形、相邻不同所有土地间存在某种利用上的依赖性等; 法律事实, 如

同一物上不同权利人或有依赖关系的两物有出卖该物的事实、地上物与基地在权利归属上出现

某种变化等; 事实行为, 如无主物的先占、遗失物的拾得、埋藏物的发现、动产加工、不动产

长期占有等; 债权关系, 则如房屋租赁关系出租人对于屋内之物 ( /台民0 第 445条)、物品运

送关系运送人对于托运物 ( /台民0 第 647条、/陆合0 第 315条)、保管关系保管人对于保管物

( /陆合0 第 380条)、行纪关系行纪人对于委托物 ( /陆合0 第 422条)、基地租赁关系承租人对

于基地 ( /台民0 第 426条之二)、建设工程关系承包人对于工程 ( /陆合0 第 286条)、职务关

系职务技术成果完成人对于技术成果 ( /陆合0 第 326条)、国宅贷款关系国宅贷款银行对于国

宅 (台 /国民住宅条例0 第 17条) 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法律规定的要件有时候虽可归类上

述四种类型之一, 但所适用的事实有可能归摄于数种类型, 比如台湾 /民法0 第 812 条规定的

动产附合, 指涉的是一种自然事实 (动产与动产附合, 非毁损不能分离, 或分离需费过巨) , 但

实际发生的附合, 又常常是源于事实行为 (加工) , 甚至法律行为 (承揽契约) , 这时因为行为

的结果合致附合的自然事实, 当然仍属附合, 此时是否适用附合规定而发生共有或单独所有的

物权变化, 通常要看发生在前的原因, 是否已生物权变动。

以上的概念分析显示, 物权法定和法定物权之间确实还有一些界定上的灰色地带, 有必要

先作厘清才好展开讨论。对于物权的种类与内容要不要从法定改成意定, 或大幅开放当事人设

定的自由, 使目前许多物权内容的规定变成任意性质, 已经有不少的讨论, 但即使作了原则性

的调整, 法定物权的问题并不会连带解决, 物权是不是在某些情形下, 不待当事人约定即应使

其发生变动, 是另一个独立的政策问题。从宪法的角度来看, 物权法定原则涉及的还只是契约

自由的问题 ) ) ) 契约内容的决定自由。法定物权则同时涉及契约自由问题 ) ) ) 在债权关系所生

者, 及财产权的问题 ) ) ) 在非交易关系而单纯基于事实或事实行为所生的情形。除了宪法的观

点, 在思考物权法定和法定物权的政策问题时, 更不能忽视的是经济的观点, 包括交易成本和

资源使用效益等, 就此而言, 这两个问题在思考的面向上也全然不同, 不能混为一谈。

(二) 方兴未艾的法定物权

在台湾 /民法0 的立法政策上, 物权法定原则已经有松动的倾向, 相当程度能反映台湾地

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º 但法定物权的问题却又未见深入的检讨, 整体而言, 似乎还有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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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学者多认为善意取得属原始取得, 但典权人因出典人未回赎所取得者则又是继受取得, 如谢

在全 5民法物权论6 (台北: 2003 年, 修订 2 版) 上册, 第 456 页, 中册, 第 305 页; 实际上善意取得

制度法律保护的正是交易, 因交易而取得者怎么可能不是继受取得? 受让人取得动产上所有的权利和

负担, 只是就负担部分受到善意保护, 善意到哪里, 负担即消灭到哪里, 如果受让人对动产抵押权的

存在非善意, 当然还是要继受此一负担。至于典权人取得所有权, 也在典权契约合意范围, 典权发生

前已存在的负担, 典权人仍要继受, 以后才发生的负担, 因次序在典权之后, 如为担保权, 因典权人

取得典物所有权后已无余存担保利益, 当然消灭, 如为用益物权, 因必与典权冲突, 非经典权人同意

根本不得设定, 继受亦无问题。此一原始/继受取得的二分在德国物权法并不常见, 通用的二分法是法

律行为/原始取得, 但好像从来没有人会把以法律行为为基础的动产善意取得归类到原始取得

( O rig in¾rer Erwerb) 者, 可参见 Baur / St�rner, Sachenrecht, 17A. , 1999, p. 618; Wieling, Hans

Jo sef, Sachenrecht, 3A . , 1997, p. 127。

苏永钦: 5物权法定主义松动下的民事财产权体系 ) ) ) 再探中国大陆民法典的可能性6。



的趋势。比如在几年前通过的债编修正, 增设第 422条之一, 把 /土地法0 第 102条规定的基地

承租人对出租人的地上权登记请求权, 植入 /民法0, 增设第 426条之二, 把 /土地法0 规定的

基地所有人和承租人相互间的优先承买权, 也移植进去。 /行政院0 提送 /立法院0, 因 / 届期

不连续0 而有待重新提出的 /物权编修正旧草0, 更有强制执行拍卖所生的法定地上权 ( /台物

草0 第 838条之一、924条之二)、原应消灭地上权及区分地上权的法定延长 ( /台物草0 第 840

条、840条之一、841条之三)、典权人留买权物权效力的强化 ( /台物草0 第 919条)、土地典

权人对土地的法定地上权 ( /台物草0 第 927条)、债权人对非债务人所有动产的留置权 ( /台物

草0 第 928条) 等规定。中国大陆民法一方面决定采物权法定原则, 另一方面也在交易形成物

权变动以外, 针对特定情形令物权当然发生变动, 两岸的发展可说大同小异。如何评估这样的

立法趋势, 让这种对世性的物权依法发生, 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契约或财产权问题, 又会制造

多大的成本, 以下即尝试作初步的整理。

二、检视法定物权的理由

立法者所以要介入物权的变动, 当然都有他的道理, 有时是基于成本效益的考量, 有时则

偏向非经济的考量, 整理起来, 无非以下几种理由:

(一) 成本效益的经济考量

1. 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

台湾地区 /民法0 有关动产的物权变动, 多属此种情形, 包括无主物的先占取得 ( /台民0

第802条) , 埋藏物由发现人占有即可单独取得, 或与土地所有人共同取得 ( /台民0 第 808条) ,

遗失物经拾得人适当管理, 若本人未于一定时间内取回, 可由拾得人取得 ( /台民0 第 803 ) 807

条) , 动产经加工而大量增值, 即改由创造附加价值的加工人取得加工物所有权 ( /台民0 第 814

条) 等。这些从欧陆、日本民法移植进来, 而可溯源到古老罗马法的规范, 反映农业社会的生

活面貌, 既符合人类的法律感情, 也暗合追求最大资源效益的经济理性。 5礼记 #礼运大同篇6

中所宣扬的: /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0, 可以印证此一

思考的共通性。中国大陆民法有添附的规定 ( /陆物草0 第 119、120条) , 且概括规定了 /事实

行为设立与消灭物权0 ( /陆物草0 第 36条) , 而以 /合法建造住房0 为其一例, ¹ 但对于无主

物、埋藏物和遗失物的处理, 则有明显不同的考量, 无主物无先占取得规定, 埋藏物一律归国

家所有, 但给予表扬或物质奖励 (陆民通则第 79条第 1款、/陆物草0 第 116条) , 遗失物也依

无因管理原则, 仅得请求费用, 无人认领则归国家所有 (陆民通则第79条第2款, /陆物草0 第

115条) , 积极发现或回复资源利用的诱因减少, 固然有可能仅是基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但

也可能有一些特别的国情考量, 比如没有这些诱因, 动产资源的利用实际上不会减少, 赋予所

有权可能反而增加潜在的破坏财产秩序的成本。

2. 控制回复原状的成本

如果多数物权存在的形式会使各物的利用发生冲突, 回复到可以分别利用的状态当然比较

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民法在赋予物权人一般的排除妨害请求权 ( /台民0 第 767条, /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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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台湾 / 民法0 对于房屋起造取得所有权没有规定, 实务上视为当然, 比如 /最高法院0 1952 年台上字

第 1043 号判例: /自己建筑之房屋, 与依法律行为而取得者有别, 纵使不经登记, 亦不在民法第 758

条所谓非经登记不生效力之列0。碰到合建、委建、预售的情形 , 有时候权利义务关系复杂, 认定谁是

起造人仍要视契约具体情形而定, 相关文献可参见谢在全 5民法物权论6 上册, 第 136 页注 11。



草0 第 39 ) 42条) 以外, 又明定所有人的取回权 (如 /台民0 第 791条的进入土地取回权、第

839条的原地上权人地上物取回权, /陆物草0 第 185条规定地役权人的取回权) , 就是要解决这

类冲突。但有时回复原状会制造太大的成本, 造成资源不合理的浪费, 为避免这样的浪费, 立

法者宁可让物权变动, 而排除回复原状的请求权, 比如动产之间发生附合或混合, 不论是无法

回复原状, 勉强为之而玉石俱焚, 或者技术上虽作得到, 但 /需费过巨0, 只好让合成物变成共

有, 或在数物间有明显可视为 /主物0 的情形, 改由一人单独所有 ( / 台民0 第 812、813条,

/陆物草0 第 120条) , 后一情形当然需要对失权者补偿 ( /台民0 第 816条, /陆物草0 第 121

条)。这里所谓的需费过巨, 不问费用由何方负担, 只要客观上会造成相较于物的利用价值显然

不合理的成本时, 构成要件即已合致, 避免资源浪费的思考可说跃然纸上, 而且考量的资源除

了物本身以外, 还有投入回复原状的人力物力。什么时候回复原状的成本会太高, 立法者很难

一概而论, 因此只能用 /需费过巨0 这样的要件, 有争议时让法院就个案情形去作判断。中国

大陆物权草案规定的比较简单, 要求附合成为 /合成物0 即可 ( /陆物草0 第 120条) , 解释上

因无须衡量回复原状费用与物的价值, 显然更偏向回复原状成本的节省。可以归于此一类型的

还有一种物权变动, 是 / 台民0 第 798 条规定的, 自落邻地的果实由邻地所有人取得所有权,

原因也是果实价值通常不会很高, 行使取回权反而易起争执, 芳邻怒目相向, 社会成本太大。

以上都是动产, 碰到要回复原状的是不动产时, 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地上权届期消灭后, 建筑物和基地物权的冲突, 即为典型。台湾 /民法0 第 840条规定地

上权届期的善后问题, 如果原地上权人只能于履行回复原状义务的同时, /取回0 建筑物, 除非

是特殊技术所造建者, 否则屋不成屋, 还有多少利用价值, 资源的浪费可想而知, 拆屋投入的

资源视房屋大小, 也可能相当可观。但另一方面, 地上权人对于建物的利用必经过精密计算,

届期时不仅主观上多已无利用需求, 客观上建物也可能已无太多价值, 除非土地所有人也作相

同利用, 否则可能只有拆除一途。立法者在这种情形下, 很难像动产添附一样, 用 /需费过巨0

这样的简单要件, 决定可否回复原状, 只好用比较复杂的选项, 去找出有利于资源效率的解决

方法。基本上, 台湾 /民法0 是从建物的剩余利用价值, 加上拆除建物和起造新物的成本, 应

仍高于土地为其它利用所创造价值的假设出发。因此由地上权人取得 /发球权0, 使他可以不依

正常法理负回复原状的义务, 反过来请求土地所有人以时价购买建物, 作为第一种选项, 此时

颇类似动产与不动产附合的补偿, 只是不发生当然的附合, 仍须办理移转登记建物所有权才完

成移转而已, ¹ 也就是使土地所有人从第 839条的 /时价购买权0 转变为 /时价购买义务0, 但

同属 /物上之债0 的性质。土地所有人接受这样的安排, 建物即可免于拆除。惟建物对于土地

所有人的利益实际上可能甚小, 比如建物为一使用了 20年的玩具工厂厂房, 虽仍有一定的利用

价值, 但不仅对职业为公务员的土地所有人, 主观上无利用价值, 即使修缮改装后提供他人利

用, 也可能所费不赀, 最后仍不得不选择拆除, 却要令土地所有人在承受沉重的拆除成本后,

还要支付从未使用的建物的对价, 十分不公平。所以立法者又给了土地所有人另一个 /回击0

的选项, 就是所有人如果对建物和土地没有更好的利用规划, 好到其增益会大于所付时价, 加

上改装或拆除重建的成本, 即可选择请求原地上权人延长地上权, 由其继续利用原建物。此一

请求虽同样无 /形成0 地上权的物权效力, 但原地上权人即面临接受延长地上权或丧失时价补

偿权的选择。此一选项, 在建物对土地和建物所有人的主观利用价值可能都不高时, 倒转过来

使地上权人承担放弃建物的不利益 ) ) ) 不仅无对价请求权, 且需负拆除建物回复原状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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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可能使他因此勉为其难地继续利用。如果碰到地上权人继续利用已全无利益的情形, 当然也

可能不同意延长, 宁可承受所有不利益, 而不愿勉强继续利用, 继续付地租。立法者在此设计

的两个选项, 作了不同的物权安排, 就是要控制物的回复原状, 不致造成太大的资源浪费, 经

过这一来一往的攻防, 如果最后仍走上拆除的命运, 至少表示这已经是最小的资源花费了。

中国大陆物权法草案的设计要简单得多, 第 156条规定: /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限届满, 建

设用地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 应当在期限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 除因社会公共利益需

要收回该土地的, 出让人应当同意。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后, 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约定

支付出让金;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按照国家规定确定0。第 157条规定: /建设用地使

用权的期限届满, 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不申请续期的, 该土地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归

属于出让人。因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土地的, 出让人应当以合理价格购买建筑物、构筑物

及其附属设施。但是, 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0。简单的原因在于土地非国有即

集体所有, 性质上为公物的使用, 因此第 143 条规定合同内容需订明建物空间范围、土地用途

等, 并为登记, 非经主管部门批准, 不得改变用途 (第 146条) , ¹ 而非如台湾 / 民法0 下的地

上权, 土地所有人无法控制地上权人对土地的利用方式, 纵有约定, 也因不在登记范围而无法

拘束地上权受让人。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具体内容既可藉登记而生对世效力, 建物价值已有高度

可预测性, 故立法者作简单的设计, 使土地所有人承受剩余价值不高的建物, 或留或拆, 而不

付任何对价, 并无不公平或资源浪费的疑虑, 如建物对使用权人确实仍有利用价值, 使其得请

求延期, 也符合利用资源效率的考量。

台湾 /民法0 第 839条则是针对非建筑物或建筑物而非届期消灭的情形所做的规定, 相对

单纯许多。立法者一方面假设非建物的工作物剩余价值不会太高, 另一方面在建物非因届期而

消灭的情形, 不是抛弃就是欠租, 都属于地上权人可控制范围, 因此不做特别的介入, 回到地

上权人有取回权和回复原状义务的基本原则。对于地上物虽可能造成资源浪费, 但藉由不利益

的加诸地上权人, 或可生吓阻抛弃或欠租的作用, 只在地上物的投资报酬率确实严重偏低时,

地上权人才会采断头杀出的下策。立法者为地上工作物提供的惟一转圜机会, 就是赋予土地所

有人物上债权性质的时价购买权, 使其得评估地上物的剩余价值和改变利用的成本, 如认为值

得继续利用, 即可请求保留地上物, 原地上权人纵想取回, 仍不能对抗土地所有人的时价保留

请求, 此一设计背后仍是避免资源浪费的考量。

另外一个排除建物回复原状的规定, 则和越界建筑有关。与前述 /台民0 第 839 条的情形

相反, /台民0 第 796条使越界建筑者在土地所有人怠于行使排除妨害请求时, 免除回复原状的

义务, 土地所有人只得请求建物所有人购买越界土地及损害赔偿。此时因越界建筑在土地所有

人可控制范围 ) ) ) 法条以土地所有人 /知0 有越界建筑情事为要件, 使其承受不利而可避免房

屋拆除的资源浪费 ) ) ) 还不至于太不公平。实务上, 对不符合此要件的情形, 特别是在房屋价

值甚高, 而被越界土地可利用性甚低时, 还会用权利滥用条款来避免拆除。又此处土地所有人

的购买请求权, 解释上和 /台民0 第 839条一样可归类为物上之债, 即广义的法定物权, 使建

物所有权纵让与他人, 受让人对土地所有人的请求仍负有承诺义务, 始可贯彻立法意旨。

3. 减少变更利用的成本

立法者有时会介入物权的交易, 使物权人在交易相对人的选择上受到限制。此一交易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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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中国大陆物权法草案区分建设用地使用权与宅基地使用权, 后者在标的上限于集体所有土地 ( / 陆物
草0 第 159 条) , 且采特许制 ( / 陆物草0 第 160 条) , 故非单纯私法契约。



人的选择自由, 本属民法保障的契约自由, 所以会加以限制, 主要考量的就是物的易手所引发

的变更利用成本, 如果价格相同, 其它交易条件也相当时, 立法者让原已利用者取得优先承买

权, 物权出卖人损失的其实只是形式的选择自由, 却可确定降低物的变更利用成本, 甚至成为

零成本, 这是这类法定优先承买权的一个重要立法目的, 台湾地区民法中属于此类的有基地承

租人对基地、耕作地承租人对耕作地的优先承买、承典权 ( /台民0 第 426条之二、第 460条之

一、台 /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0 第 15条)、典权人对典物的留买权 ( /台民0 第 919条) 及共有

人对应有部分的优先承购权 (台/土地法0第 34条之一第 4项) , 其中第一种有对抗第三人的物权

效力, 第二、三种无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但随物而转, 仍属物上之债。¹ 中国大陆则在合同法有

房屋承租人对房屋的先买权 ( /陆合0 第 230条) , 在物权法草案也有按份共有人对份额、典权

人对设典住房和附属设施的先买权 ( /陆物草0 第 100、199条) 规定, 解释上都只有债权效力。

但不论优先效力或强或弱, 其立法考量同样都在减少变更利用的成本。

除先买权的设计外, 比如典权中赋予典权人在设典房屋部分灭失的重建权 ( /台民0 第 921

条、/陆物草0 第 202条) , 其合理性应该也在于此。

4. 克服反公有财产关系

在财货上建立私有财产权, 通常虽可使资源的利用恰如其分, 但当碰到权利之间相互掣肘

的反公有 ( ant icommons) 情况时, 反而可能形成资源的低度使用。º 和前面论及的一方有回复

原状义务的情形不同的是, 所谓反公有的关系, 原则上不发生回复原状的问题, 比如土地和地

上房屋的不同拍定人, 各所有权都受到保障, 并非当然得主张排除对方的 /妨害0; 同此又如土

地所有人和受让取得的地上权人, 彼此也必须相互容忍。反公有财产关系一旦形成, 要靠各财

产权人相互妥协, 困难重重, 交易成本也随之升高。此时立法者的介入, 往往能稳定利用关系,

提高资源的有效利用, 如果能促使并立的财产权合一, 一举消除反公有状态, 自然更可以减省

这部分成本的支出。

在采房地分离政策的台湾地区 /民法0, 房屋和土地一旦异其所有, 如非自始建立相互依存

的稳定法律关系, 而是因个别行为而发生, 比如 / 台民0 第 876条规定的情形, 房屋和土地分

别由不同人拍定, 房地所有权固然立刻尖锐对立, 对这种情形立法者若不主动解决僵局, 如

/民法0 第 876条直接赋予房屋所有人法定地上权, 当事人即可能要花费甚大的交易成本, 且未

必能圆满解决。即使房屋和基地所有人从一开始便就其依存关系做好约定, 但其利用关系未必

稳定, 这时立法者若能以某种方式介入, 强化其利用关系, 如基地承租人的地上权登记请求权

( /台民0 第 422条之一, /土地法0 第 102条同此) , 土地或房屋的租赁契约推定 ( /台民0 第

425条之一) , 或使基地租赁契约随同移转 ( /台民0 第 426条之一) , 当然也能降低交易或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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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

比如典权人虽已表示愿以相同条件承买, 出典人仍将典物让与第三人, 典权人不能主张该买卖效力不

存在, 即留买仅有 / 债权效力0 , 共有人的先买权亦同。实务上碰到共有人先买权与 / 土地法0 上耕地

承租人先买权 ( / 台民0 已增订于第 460 条之一) 并存, 何者优先的问题时, 即从后者有相对的物权效

力而前者没有, 以及后者 / 可使耕地之所有与耕地之利用关系合一, 裨尽经济上之效用, 并杜纷争0
立论, 认后者次序在前, 如 / 最高法院0 2003 年度台上字第 396 号判决, 实则两者都有反公有的问题,

共有人的先买权同样有降低共管纷争的功能, 故若一定要以耕地承租人的先买权优先, 还是以对抗效

力强弱代表立法者评价的不同, 较有说服力。但典权人的留买权或共有人的先买权虽仅有债权效力,

但于典物、典权或应有部分让与他人时, 留买权或先买权始终存在于该物上关系 (如典权人与出典人

之间) , 故仍可定性为物上之债。

See M ichael A . H eller, T he T 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 Property in the T ransitio n from M arx t o

Markets, 111 Harvard Law Review , 1998, pp. 633 ) 642.



的成本。然而即使房屋和土地之间从一开始就尝试建立最稳定的物权关系, 因为受到物权法定

主义的限制, 当事人多数的约定都只能有债权效力, 从而于土地或房屋片面易手时, 该伴随的

债权关系即不再拘束受让人, 使房地仍可能嗣后进入某种反公有状态, 而不能完全排除权利间

的摩擦, 比如新地上权人, 在地租未为登记的情形, 即可能与土地所有人就地租问题发生争议。

从这个角度来看, 台湾地区 /民法0 和 /土地法0 都规定的先买权 ( /台民0 第 426 条之二、

/土地法0 第 104条) , 有进一步促使房地所有权合一, 彻底消除房地间反公有状态的作用, 便

有重大意义。前面提到耕地承租人就耕地的先买权与先典权、共有人就应有部分的先买权、典

权人的留买权, 一方面有降低变更成本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有简化法律关系, 也就是降低反公

有状态的作用。

此外, 相邻土地间利用的相互掣肘, 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反公有的财产权关系。在多数情

形下, 所有人间可以经由契约来相互稳定不动产的利用, 使资源的利用共同达到最大的效益,

但在相邻不动产间存在特殊利用上的依赖性时, 策略行为就会出现, 而增加不必要的交易成本。

故民法的相邻关系规定, 本质上也是藉某种地役权的赋予, 来稳定利用关系, 降低交易成本。

5. 降低担保交易的成本

交易的履约风险往往需要经由担保品来排除, 不论不动产的抵押权登记, 或动产的质权设

定, 前者的要式和后者的要物, 都说明这种附带于主债权的担保交易不是没有成本。如果立法

者在一定情形介入, 使债权人就契约关系中本来就占有的债务人动产有留置权, 如房屋出租人

对承租人置于屋内之物 ( /台民0 第445条)、场所主人对客人携带之物 ( /台民0 第 612条)、运

送人对运送物 ( /台民0 第 647条、/陆合0 第 315条)、保管人对保管物 ( /陆合0 第 380条)

等, 可省却额外提供担保品的成本, 也可以说, 附带担保交易的缔约成本即已由主要交易的成

本吸收。立法者为使担保物发挥更大的担保功能, 还刻意打破 /任何人不得处分大于自己之物0

的原则, 使质权人得以自己责任转质其占有的标的物 ( /台民0 第 891条) , 其用意也在于此。¹

6. 降低调查及公示成本

物权交易的买方, 通常需要对标的物权利的存在有基本的了解, 在权利公示明显不足的动

产, 虽有善意取得制度 ( /台民0 第 801、886、948条, /陆物草0 第 106条) , 可大幅降低交易

双方的调查及证明成本, 但不论碰到赃物 ( /台民0 第 949条、/陆物草0 第 107条) , 或在非店

面交易 ( /台民0 第 950条) 的情形, 善意受到的保护都不全面, 如果对于让与人无权的不知有

重大过失, 依多数见解甚至无法在受让两年后确定取得物权。就此台湾 / 民法0 建立的动产时

效取得制度, 使让与人5年公开、和平占有即可确定取得所有权 ( /台民0 第768条) , 对于交易

相对人而言, 自有省却追查其权利来源的成本, 有意于未来转售所持动产者, 也可透过正常使

用去建立产权的公信, 省却额外支出权利认证的成本。理论上, 对于未登记的土地或其它不动

产, 亦复如此 ( /台民0 第 769、770条) , 惟民法对后者仅赋予完成时效者所有权登记请求权,

而非如动产那样径予所有权。中国大陆是在民法总则的草案把诉讼时效 (相当于消灭时效) 和

取得时效一并规定, 不动产仅需 5 年占有即可取得所有权, 动产则是两年, 且两者都是从权利

人诉讼时效届满起算, 占有 5年或两年后取得所有权 ( /陆民总草0 第 105、106条) , 不动产在

土地不能私有的情形下仅指地上物, 与台湾地区一样有登记制度, 且其移转采登记生效, 与日

本的登记对抗不同, 就此另定取得时效反而破坏了登记制度, 平添调查成本, 十分不妥。且时

效的计算不从占有人开始占有起算, 而从权利人诉讼时效届满起算, 也不利于权利状态的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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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中国大陆物权法草案只承认承诺转质 (第 259 条) , 不承认责任转质。



另外一个可以从公示成本的节省来说明的, 是 /买卖不破租赁0 的规定 ( /台民0 第 425、

426条, /陆合0 第 229条) , 使不论何种标的物的承租人, 也不论租赁内容如何, 在出租人将租

赁物让与他人或为他人设定限制物权时, 都能取得类似物权人的地位, 以对抗新所有人或嗣后

设定的物权人, 此一规定沿袭德、瑞民法的规定, 立法意旨强调保护承租人。¹ 实际上租赁契约

并没有类似建物承揽或其它契约关系中的风险不平衡的问题, 而且不论动产或不动产的租赁,

由于出租人仅能取得使用对价, 价值高很多的出租物却由承租人占有使用, 履约的风险反而较

不利于出租人, 所以才有房屋出租人留置权之设, º 已如前述。因此为什么还要特别保护承租

人, 并不是那么清楚, 如果立法者假设承租人都是需要保护的弱者, 不仅不切合实际, 也不当

地偏离了民法阶级中立的基本设计, » 实在过于牵强。因此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 立法者推定

在有偿的租赁契约, 承租人通常有在一定期间保有对世性权利的意思, 而因承租人占有租赁物

已可初步满足对世性权利的公示要求, 即藉对抗效力的赋予, 减省了一般物权所要求的公示、

证明权利的成本 ) ) ) 主要当然是指不动产物权的登记成本, 从新修正的 /台民0 第 425条第 1项

特别强调 /占有中0, 可印证此一看法。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买卖不可以破租赁, 却可以破使用

借贷, 因为后者的无偿性, 不论有无约定使用期间, 都不适宜作这样的假设而提供保护。

(二) 非纯粹经济性的考量

1. 单纯实现公平的分配

所有权的原始分配, 如水泽淹没而消灭所有权的土地, 一旦重新浮出, /经原所有权人证明

为其原有者, 仍回复其所有权0 (台 /土地法0 第 12条第 2项) , 或 /湖泽及可通运之水道及岸
地, 如因水流变迁而自然增加时, 其接连地之所有权人, 有优先依法取得其所有权或使用受益

之权0 (台 /土地法0 第 13条) , 都是基于自然事实, 不具有法律或事实行为的诱因性格, 可以

说纯粹是为了满足人们公平的直感。但在原因为事实行为的情形, 如无主动产的先占取得, 埋

藏物由发现人与不动产所有人分得其半, 动产因加工而显著增值时加工物归属加工人的规定,

乃至原因为特定债权关系的情形, 如建物承揽人对建物作重大修缮, 就所增值部分取得优先于

先位抵押权人的担保利益 ( /台民0 第 513条第4项) , 恐怕也不能说仅有提高资源使用效益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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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民0 该条立法理由: / 谨按出租人于租赁物交付后, 将为租赁标的物之不动产所有权让与第三人时,

其第三人依法律之规定, 当然让受出租人所有之权利, 并承担其义务, 使租赁契约仍旧存续, 始能保

护承租人之利益, 故设本条以明示其旨0, 此一理由以不动产租赁为说明, 显然是承袭旧民律草案。

Vg l. Oestmann, Peter , Gesetzgeberische Eingr iffe in die Pr ivatautonomie und ihre Folg en.-Das Beispiel der

Sicherung srechte im M ietv er trag , K r itische V ierteljahresschr ift f�r Gesetzg ebung und Rechtsw issenschaft

( K ritV) , 2003, 96f.

以个别交易及交易中的角色为规范对象的民法, 基本上是阶级中立的, 雇佣契约的受雇人未必是劳工,

因此也不受特别保护。只有租赁契约及永佃权的若干规定 (如 / 台民0 第 457) 463 条之一, 第 844、

925条) , 可以看出对耕农的保护政策, 为少数的例外。承租人的保护如果像德、瑞民法一样限定于不

动产承租人, 也许还可以从社会政策的角度去尝试建立正当性, 但现行法并未限定租赁标的, 从租车

的观光客到租屋的学生, 承租人很难和任何社会阶级或阶层划上等号。如果预设负担租金义务的承租

人是经济的弱者, 难道不负担对价的使用借贷人未受保护, 反而是假设他有较高的经济能力? 保护经

济弱者论点的不当, 台湾地区学者已有不少的论述, 如黄茂荣 5对买卖不破租赁原则之脱法行为6
( 5民事法判解评释6 (一) , 1985年, 第 133 页) ; 苏永钦 5关于租赁权物权效力的几个问题6 ( 5走入新

世纪的私法自治6, 第 379 页) ; 胡天赐 5买卖不破租赁制度之法律经济分析6 ( 5台大法学论丛6 2004

年第 33 卷第 1 期) , 从统计上推论不动产租赁商业使用的比例远高于居住使用, 因而质疑其社会政策

的合目的性 (第 136) 141 页) , 又从台湾地区人口职业结构的变迁, 否定现阶段继续保护承租人的必

要性, 基本上都还是在租赁标的为不动产的前提下检讨 (第 141 ) 152页)。



用, 当然也同时反映了公平分配的正义要求。¹

2. 平衡交易双方的利益

法定物权发生于契约关系时, 有时是基于平衡交易双方利益的考量, 台湾地区 /民法0 债

编和中国大陆合同法有关契约关系的规定, 多数的立法意旨其实都在努力平衡契约各方的风险

和利益, 惟大部分为任意性的规范, 即使具有强制性, 如双务契约的同时履行抗辩权 ( /台民0

第264条, /陆合0 第 66条)、不安抗辩权 ( /台民0 第265条, /陆合0 第 68条) 等, 也是相对

性的权利, 赋予一方对世性的物权, 宁为例外, 背后大概都有比较特别的考量, 比如承揽契约,

在界定上即以承揽人有 /先付义务0 为其前提: /称承揽者, 谓当事人约定, 一方为他方完成一

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 给付报酬之契约0 ( /台民0 第 490条第 1项) , 或 /承揽合同是承

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 交付工作成果, 定作人给付报酬的合同0 ( /陆合0 第 251条

第 1项)。先给付者自然要承担对方不履行对待义务的风险, 承揽契约的承揽人还要承担定作人

终止、解除、不协力等等的特殊风险, 碰到工作内容是工作物的建造或重大修缮时, 这些风险

更是特别高, 此所以就工作物有法定抵押权 ( /台民0 第 513条) 或工程拍卖权 ( /陆物草0 第

286条) 之设。中国大陆合同法还对承揽合同赋予承揽人对工作成果的留置权, 和前述房屋出租

人和场所主人的留置权一样, 这些动产的留置有降低担保交易成本的功能, 但在负有先付义务

的情形, 另外还有平衡风险的作用。

3. 保护债权的宪法要求

法定物权发生于债权关系时, 有时就是单纯基于实现债权的考量, 台湾地区 /大法官0 既

从 /个人之人格发展自由, 个人得自由决定其生活资源之使用、收益及处分, 因而得自由与他

人为生活资源之交换0 出发, 认为人民的财产权和契约自由均应受到 /宪法0 的保障 (释字第

576、580号解释) , 不论为落实财产权保障所创造的法定债权 (侵权行为、不当得利、无因管理

等) , 或基于契约自由所生的意定债权, 都当然可以推导出立法者保护债权的义务, 换言之, 立

法者如果不能有效保护债权, 则保障财产权和契约自由的宣示就有落空之虞。此所以 /民法0

的债编或合同法设有诸多保护债权的规定, 从各种债务不履行责任的规定, 到特别强化保护,

而使债权有一定对第三人效力的实体法债权 /保全0 制度 ) ) ) 代位权和撤销权, 均可说明。民

法又不问原因地赋予所有债权人, 对于在其占有中而与债权的发生有牵连关系的债务人动产,

物权性质的留置权, 其意旨当然也在贯彻债权的保护。

4. 现存秩序的信赖保护

时效取得在两岸民法都是一种法定物权的原因, 除了有降低调查和公示权利成本的作用已

如前述外, 同时寓有落实法治国维护法律秩序安定的考量, 承认所谓 / 事实的规范力0

( Normat ive Kr af t des Fakt ischen) , 就是对于特定财产上的法律关系, 因长时间未受挑战而在相

关交易者之间累积的信赖, 给予保护。惟值得保护的应限于合理的信赖, 就此台湾地区 /民法0

对于不动产的取得时效以未登记土地为限, 中国大陆民法总则草案则不限于未登记土地, 所保

护的信赖扩张到与登记权利相抵触的占有状态, 无异以占有的现存秩序优先于登记的现存秩序,

其不妥甚明。相对于此, 同样采登记制度而给予绝对效力的德国民法, 不承认占有时效取得,

但对错误登记却肯定登记簿的时效取得 (德国民法第 900 条) , 使经过一定时间即不得再予更

正, 是对登记事实所生现存秩序的承认, 理论上也比较一贯。

5. 创造国宅融资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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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参见廖义男 5法定抵押权与设定抵押权并存时之受清偿顺序6 , 载 5法学论丛6 1984 年第 13 卷第 2 期。



比较明显基于社会政策考量, 而以法定物权为其工具的, 是台湾地区国民住宅贷款债权人

对国宅与基地的第一顺位抵押权 (台 /国民住宅条例0 第 17、27 条) , 立法者为帮助解决购屋

及承建国宅者的资金困难, 特别以第一顺位抵押权为诱因, 使金融机关较乐于提供融资。

6. 劳工航运及贸易政策

海商法规定的海事优先权是以船舶为其担保标的的优先权, 次序尚在船舶留置权与抵押权

之前, 此一具有法定物权性质的制度, 背后包含了劳工政策、航运及贸易政策等的考量。¹

三、法定物权的社会成本

要评估法定物权的整体合理性, 不能不再计算一下立法者的介入, 不论是基于经济或非经

济的考量, 都会制造的成本。

(一) 确认物权状态的成本

法定物权既然是在符合一定要件时即发生, 非如意定物权的让与或设定, 依法律要求完成

某种格式化的公示, 以便于确认 ( verify) , 对于物权 /是否0 发生, 物权关系的内容 / 如何0,

整体确认成本当然会大幅提高。任何一种法定物权出现, 对其可能的标的, 如土地、建物或特

定动产 (如船舶) , 是否有符合要件的事实, 以致在未经格式化的公示下仍然发生特定物权, 便

成为所有相关交易者必须 /额外0 调查的事项。法定物权越多, 牵涉的标的越广, 调查的成本

也就越高。这一点, 很可以参考学者在比较物权法定与物权自由的调查成本时所做的考量。简

言之, 物权自由将使得市场出现的每一个新品种的物权, 都会让所有潜在交易者的调查成本随

之增加, 因此比起物权法定, 调查成本的总量当然要高很多。º 但实际上如果这些 /意定0 的物

权都能经由格式化的公示, 比如集中的不动产登记, 特别是在登记制度已经高度电子化的情形,

所增加的调查成本其实还是有限的, 而且可以经由费用的征收内化于物权的交易。» 反之, 法定

物权是让物权在一定构成要件合致时发生, 构成要件是否合致无法格式化, 因此立法创设新品

种的法定物权, 因构成要件事实不断变化, 不但其调查成本可能还高于可以格式化公示的意定

物权, 而且未必能内化于交易, 从而无法经由交易者的内部成本控制而减少整个社会承担的成

本。此外, 法定物权减省的成本, 如上节所作的整理, 都只在具体完成交易时始能实现, 但它

增加的调查成本, 通常却是从交易评估阶段就已发生, 影响的范围自然要大很多。这些部分会

由交易吸收 (内化) 的成本, 高到一定程度, 又一定会降低整体交易的数量。

各种法定物权确认成本的高低, 当然不一样。比如处理房地产权冲突的法定地上权或优先

承购权, 从登记簿上显示房地异其所有, 或因设定抵押权、典权而可能异其所有, 已可初步确

认。典权人的留买权, 土地交易相对人也可从典权登记查知, 不动产共有人对应有部分的优先

承购权亦同, 交易者需要的大体上只是民法、土地法的讯息, 包括正确理解这些优先权有没有

对抗效力等, 也就是支出法律讯息的成本, 不待就其它事实作特别的调查。¼ 但如中国大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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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事优先权的物权性质及政策考量, 参见刘宗荣 5海商法6 (台北: 1996 年) 第 124) 146 页。

See Mer rill/ Smith, Opt imal Standardization in the Law of P roper ty: T he Numerus Clausus P rinciple, 110

The Yale Law Journal, 2000, pp. 26 ) 34.

苏永钦: 5物权法定主义松动下的民事财产权体系 ) ) ) 再探中国大陆民法典的可能性6。
当然先买权人一方, 对于先买权是否发生, 以及行使先买权的条件是否合致, 也要支出一定的调查成

本。台湾地区实务上对于先买权的发生, 必以出卖应有部分的共有人已与第三人成立 / 有效买卖0 为
必要, 可参 / 最高法院0 1976 年台上字第 2113 号判例。



法规定的技术开发合同, 委托人对研发人专利申请权 (对世性权利) 的先买权 ( /陆合0 第 339

条第 2款) , 就使得买受者都有先对有无合同存在, 乃至委托人为何人先为调查的必要。动产因

为对交易相对人有善意取得的保护, 确认的成本不致太高 ) ) ) 履行基本的 / 注意0 义务而无重

大过失即可。¹ 但如台湾 /民法0 债编修正前的第 513条法定抵押权, 对于所有工作物的潜在交

易者而言, 包括有意承购或设定抵押权、典权者, 必须依抵押权发生要件去逐一确定, 从是否

属于工作物的 /重大修缮0, 就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甚至对于 /承揽人0, 也就是可能的抵押权

人的认定, 在比较复杂、多层转包或联合的工程, 有时也会有问题。º 抵押权的标的原则上当然

是工作物, 但也还要看工作物是否 /独立0 而定, 若非独立则抵押权可能存于基地之上。» 调查

的范围也还要延伸到担保的 /债权0, 如何计算, ¼ 双方履约的情形等等, 某些情形会成为交易

很大的负担。即使在修正第 513 条之后, 交易者也要预估预先设定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额, 担

保权人则为了精确掌握其担保利益, 而必须再计算 /工作物因修缮所增加之价值0 (该条第 4

项)。中国大陆合同法第 286条所定的工程拍卖权, 也需要了解 /工程0 范围, /承包人0 是否

涵盖下包, 工程 /性质0 是否可拍卖等。又如在台湾地区有意购买房屋或土地者, 若该不动产

正在第三人占有中, 则是否存在租赁契约, 其期限、内容如何, 有无预付租金或附解除条件,

或抛弃契约终止权的情事等, 因为租赁契约无法登记, 同样要费不小的调查功夫。中国大陆合

同法不强调租赁物在承租人 /占有中0 的要件, 因此即使不动产在出卖人占有下, 有意买受者

也还要仔细追查有没有租赁契约的存在, 以免过户后才冒出承租人, 调查成本更高。此外, 相

邻关系权利的发生虽然有其客观性, 但构成要件是否合致, 比如土地间的高低关系 ( /台民0 第

778条)、通行公路的困难度 ( /台民0 第787条)、/土地形状、地方习惯0 ( /台民0 第 793条) ,

乃至流水的 /自然流向0 ( /陆物草0 第 81条第 2项) 等, 有时也可能不是非常清楚, 而使交易

者要支出相当的调查成本。

因此若把这些不是轻易可查知者, 改成登记后始发生变动, 而非当然依法变动, 也就是纳

入和意定物权一样的格式化公示系统, 如修正后的 / 台民0 第 513条法定抵押权, 至少就确认

成本而言, 应有不小的实益。台湾 /民法0 对未登记不动产的时效取得, 也仅给予完成时效者

登记请求权, 对不动产的交易者同样可减少确认成本。惟工作物抵押权在登记前, 虽未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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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动产产权变动的不确定性, 在交易前仍可能使权利人必须付出一定的确认成本 , 比如是否发生附合

或混合, 各动产是否均为合成物的 / 重要成分0 ( / 陆物草0 第 120条) , 有无可视为 / 主物0 者, 至于

加工则要检验, 加工人是否因增值已达 / 显逾0 材料价值的程度 (或 / 显著大于原材料价值0 ) , 从而

可取得加工物所有权, 台湾地区 / 民法0 要问先占动产是否 / 无主物0 , 发现动产是否属于 / 埋藏物0
等, 在不确定的情形, 有可能需要调查, 或刻意地公开占有, 以利时效取得。

可参 2001 年度台上字第 2445号判决: / 查原审既认定诉外人鸿@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代理诉外人真 @ 营
造有限公司与上诉人签订承揽系争建物有关水泥粉刷、吊运器材等工程契约, 其效力直接及于真 @ 公

司, 鸿@ 公司自非该契约当事人, 系争承揽关系存在于上诉人与真 @ 公司之间, 非存于鸿@ 公司与上
诉人间, 系争建物定作人为鸿@ 公司, 承揽人为真@ 公司, 则承揽人真 @ 公司与小包即上诉人之间,

系承揽人与次承揽人关系, 上诉人就系争建物当无法定抵押权0。

刘家祥: 5论承揽人之抵押权6 , 5法学丛刊6 2001年第 46 卷第 4 期。

比如 1982 年度台上字第 1211 号判决: / 定作人因承揽人之同意收回一部分工作自己完成, 性质上为承

揽契约之一部合意解除, 承揽人因此取得定作人之补贴款, 不得认为民法第 513 条所谓就承揽关系所

生之债权, 对于其它因承揽关系所完成之工作物, 应无抵押权0 ; 1990 年度台上字第 2767 号判决: / 民

法第 513 条所谓承揽人就承揽关系所生之债权, 并不以承揽人之报酬请求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垫款

偿还请求权为限, 尚包括因定作人迟延给付所生之债权在内0。



但定作人已有协同登记义务, 买受人可否主张 /权利瑕疵0, 似仍不能无疑, ¹ 若不能主张, 则

调查仍有必要。同样, 时效取得在完成登记前, 善意的交易相对人若不能受到保护, 则对土地

上是否有时效取得的 /期待权0, 仍可能产生调查成本。还好目前已无应登记而未登记的土地,

未登记的工作物虽仍有时效取得的可能, 但多数应属违章建筑而无法登记, 有关其确认成本的

问题不必在此讨论。至于已登记不动产而可能时效取得者惟地上权而已, 对交易相对人而言,

因土地上必有工作物存在, 即使有一定的确认成本, 应该也不会太高。中国大陆民法总则草案

使占有人能于时效届满时直接取得所有权, 对于土地交易者自然会增加一定的调查、确认成本,

不过对于信赖登记者应该还是可以给予一定保护 (可从 /陆物草0 第 21条第 2款作反面推论) ,

此一成本也不会太高。

(二) 排除法定物权的成本

法定物权因为依法当然发生, 对于希望另作安排的交易者而言, 又必须多付出排除的成本。

这是所有 /法定0 规范, 不论是任意性或强制性, 共同的副作用。交易者另作安排的原因不一

而足, 或者是和立法者预设的利害考量迥然不同, 或者有比法定物权更适合需要的安排, 总之,

立法者也许看到了私法自治的某些盲点才径自介入, 但实际交易的情况千变万化, 法定物权的

介入未必都能搔到痒处, 碰到不符合需要时, 交易者只好再以自治方式去排除干预, 一去一来,

当然也是成本。

法律技术上要厘清的是, 法定物权固然是强制性规范, 但所谓强制性, 不同于任意性债权

规范之处, 仅在于后者被规范的交易当事人得以合意排除该规定的规范效力, 比如排除 /法定0

的出租人修缮义务, 对该租赁契约双方而言, 修缮义务自始即不存在。法定物权规定具有强制

性的原因既在于其效力的对世性, 自不许当事人任意排除规范效力。º 加工人因加工而取得加工

物所有权, 此一物权变动, 不会因为加工承揽人和定作人间合意排除即生排除的效力。但强制

又不等于强行, 法定物权虽有政策目的, 但涉及的毕竟不是杀人放火的伦理道德问题, 通常立

法者的介入也只到财产权关系的程度, 还没有强烈到要强制一定行为 (作为或不作为) 的程度,

从而不愿接受法定物权结果的交易者, 从法定物权出发, 重新另作安排, 自无违反强制规定而

无效的问题。» 所谓重新另做安排, 也不必然要 /嗣后0 为之, 技术上当事人同样可以事前就做

好这样的安排, 只是效力必于强制效力发生之后才发生, 至少要经过 /逻辑的一秒钟0。比如依

台湾地区 /民法0, 加工承揽人和定作人之间, 如果有意让定作人保有加工物所有权, 而在承揽

契约中加入加工条款, 虽不致发生排除承揽人加工取得的效力, 但仍可探求当事人真意, 从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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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前实务上多肯定未除去的法定抵押权为权利瑕疵, 参见 1991 年度台上字第 644 号判决。

台湾 / 最高法院0 就承揽人法定抵押权即曾明白表示, 事前排除民法第 513 条的约定不生效力, 可参

见 2002 年台上字第 1056号判决: / 此项规定虽在保护承揽人利益, 惟基于物权有对世效力, 恒涉及第

三人利益, 其内容系属法定之特性, 自不许当事人以特约阻止此项法定抵押权之产生, 此与当事人得

以特约就法定抵押权产生后, 承揽人行使、处分其抵押权等事项为约定, 尚有不同0。
参见 2003 年度台上字第 2744 号判决: / 法定抵押权, 旨在保护承揽人之私人利益, 究与公益无涉, 非

不得由承揽人事先予以处分而为抛弃之意思表示, 此细绎修正后民法第 513 条已规定法定抵押权应办

理物权登记, 并可预为登记。如未办理登记, 纵其承揽关系之报酬请求权发生在先, 仍不能取得抵押

权, 自无优先于设定抵押权之效力等意旨益明。0 但有时法院又会对法定物权的抛弃有所保留, 比如

1986 年台上字第 947 号判例: /民法第 787 条第 1 项所定之通行权, 其主要目的, 不仅专为调和个人所

有之利害关系, 且在充分发挥袋地之经济效用, 以促进物尽其用之社会整体利益 , 不容袋地所有人任

意预为抛弃0, 就此不同意见可参见苏永钦 5相邻关系在民法上的几个主要问题 ) ) ) 并印证于 T eubner

的法律发展理论6 (苏永钦: 5跨越自治与管制6, 五南出版公司, 1999年, 第 189 ) 194 页)。



工条款解释出双方有在加工取得 /后0, 再把加工物所有权移转回定作人的 /物权0 合意, 而且

是以 /预先占有改定0 的方式, 让定作人在承揽人完成加工时, 不待交付即已取得加工物所有

权。中国大陆合同法有时对于法定物权, 明文规定可以约定排除, 如特殊留置权的第 380条:

/寄存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保管费以及其它费用的, 保管人对保管物享有留置权, 但当事人另有约

定的除外0 (第 422条同此)。有关添附的物权法草案第 119、120条, 也都有 /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除外0 的规定, 此时至少从文义上, 似乎是把物权的变动都当成任意性质, 而非强制的发生

变动, 再依预先的处分予以回复。台湾地区也有学者在法律未规定的情形下, 主张某些法定物

权规定 (如加工取得所有权) 应解释为任意规范。¹ 不过不论是强制性质, 或任意性质, 立法者

对财产权关系的介入, 都可称为法定, 在不符合当事人交易最佳利益时, 也都会制造一定的排

除成本, 只是因属不同的法律技术, 排除的方法会不相同而已。通常见于债法的任意性法定规

范, 可以自始排除其效力, 强制性的法律规范, 交易者只能接受其效力, 但可以 /进一步0 的

合意达到排除的实际效果。

一般而言, 强制性的法定物权, 排除成本会高于任意性的法定债权。但问题与其说是在任

意性或强制性, 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在相对性或绝对性, 不论物权、物权效力或物上之债, 都有

一定的对世性, 依法发生的债权关系, 只要债权债务人间做成合意即可排除。依法发生的物权

关系, 不论完整或片面, 其对世的效力都不能仅由 /相对人0 间以合意排除。排除对世效力最

佳的手段, 当然还是有对世性的契约安排, 但在物权法定的原则下, 不一定都找得到这样刚好

可以排除的物权。举例来说, 依相邻关系规定, 袋地所有人对周围地有通行权, 如果非如立法

者所预设的, 通行始可创设较大的经济效益, 比如该袋地为可利用性甚低的畸零地, 周围地的

完整利用却可能因袋地通行而受到相当大的减损, 这时周围地所有人应该愿意支付相当代价排

除袋地的通行, 如果参考德国民法第 1018条的规定, 排除相邻关系通行权也可该当于台湾 /民

法0 第 851条的 /便宜之用0 要件, 因此对周围地所有人而言, 最简便的处理方式就是和袋地

所有人设定此一 /不行使袋地通行权0 的地役权, 可以一次 /属地0、 /对世0 地排除此一法定

地役权。比起所有人间订立债权契约, 约定各种违约条款, 以及转让仍应使受让人受此拘束的

追及条款, 不仅简单, 而且有效。可惜在物权法定主义之下, 这样刚好可以排除法定物权的物

权, 宁为例外。实务上, 大量存在的委托加工产业, 用前面提到的加工条款, 大体上也已经可

以排除因加工而丧失所有权的危险, 这也是因为民法对动产所有权的让与有较大弹性之故。º

碰到某些法定的不动产物权, 要排除就相当麻烦了, 比如过去让银行头痛的营建业者的法

定抵押权。台湾地区最常见的房屋营建, 定作人的建设公司不会到最后才一次付清全部的工程

款, 而是依工程进度分期给付, 因此建设公司或合建的地主多数还得向银行融资, 但银行最主

要的偿债担保, 也就是兴建的房屋, 上面竟有承揽人营建公司的法定抵押权, 当然会踌躇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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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谢在全著 5民法物权论6 上册, 第 506 页; 1965 年台上字第 321 号判例亦同: / 因承揽契约而完成

之动产, 如该动产系由定作人供给材料, 而承揽人仅负有工作之义务时, 则除有特约外, 承揽人为履

行承揽之工作, 无论其为既成品之加工或为新品之制作, 其所有权均归属于供给材料之定作人。0
把法定物权规定或解释为任意性质, 主要的法理困难还是在其对世性, 如果法定已使对世性所要求的

公示原则, 因欠缺格式化的公示而打折扣, 若许当事人间任意排除其发生, 则因排除本身的相对性、

隐匿性, 会使个案中法定物权究竟有无发生, 调查成本更是加倍。但对于动产而言, 因为物权公示格

式化的程度本来就不高, 其存在的公示只能依赖占有的推定, 变动的公示亦仅为占有的交付, 且还承

认实际上全无公示性的占有替代 (如占有改定或指示交付) , 故最终只能用善意取得来保护交易安全,

这使得此一法理困难, 在实务上不会形成太大的负担, 从此以观被规定或解释为任意性的法定物权,

大概都是动产物权, 即不难理解。



相对地, 营建公司未必需要这样的担保, 因此银行多会在贷款时, 要求借款人建设公司或地主

取得承揽人营建公司出具的, 以贷款银行为对象的 /抛弃法定抵押权切结书0。问题是这种抛弃

有多大的效力? 基本上财产权当然可以抛弃 ( /台民0 第 764条) , 但抛弃是一种处分行为, 一

定要符合处分行为的要件才发生处分的效力, 就不动产而言, 即需完成登记才生处分的效力

( /台民0 第 758条) , ¹ 而且以其单独行为的性质, 为保护利益可能受到影响者, 解释上还须把

抛弃的意思表示向其为之, 以其受领为意思表示生效的要件, 此所以地上权的抛弃即明文规定

应向土地所有人为之 ( /台民0 第834条第 2项)。台湾 /民法0 第513条未修正前, 承揽人抵押

权既不待登记即已发生, 其抛弃即无从登记, 即使能登记, 也还有向谁为抛弃的问题。因此基

本上只会对受领抛弃表示者发生 /不行使0 抵押权的 /债权0 效力而已。相邻权如袋地通行权

的抛弃, 如非设定不行使的地役权, 如前所述, 不论以契约或单独行为为之, 结果也是如此。

抵押权既未消灭, 排除的效力也就不完整, 可能还要另用其它方式来强化。把法定物权改为登

记始生效力, 如修正后的承揽人抵押权, 排除成本自可降低, 实务上, 多由承揽人营建公司与

定作人建设公司 /共同0 向定作人的贷款银行, 为抛弃 /抵押权登记请求权、预为不动产抵押

权设定请求权及单独申请抵押权登记之权利0 的声明, 解释上即可同时发生承揽人对定作人抛

弃该等权利的效力。但因为始终无法对世地排除此一尚未 /意定0, 但已潜在 /法定0 的抵押

权, º 仍常起争议而产生不小的争议成本。中国大陆合同法第 286条赋予承包人的申请拍卖工程

并优先受偿权, 对于贷款银行同样会构成不确定的权利风险, 如何排除此一风险, 和台湾地区

修改 /民法0 第 513条以前的情况, 十分类似。

先买权对于标的物的交易也可能是相当大的障碍, 在标的金额庞大、缔约条件的构思、协

商往往需要投入相当人物力的某些不动产交易, 潜在的交易对象考虑到一切谈妥后, 杀出一个

程咬金就会全盘易手, 也许一开始就踌躇不前。所以先买权的具体发生, 也就是到了可以行使

的程度, 通常都要先成立所有人与第三人的买卖契约, 否则根本无从排除, » 但果真如此, 会使

很多理想的交易者保持观望, 达不到经由竞价而找到 Kaldor-H icks test 最佳权利分配决定的目

的。¼ 因此所有人和有意的交易对象都会希望更早就排除先买权。台湾地区的法院实务, 若有意

者与所有人对于交易条件已经谈得差不多时, 使有先买权者 /预先0 为抛弃的表示, 基本上也

都还是肯定其效力。½ 惟此一先买权因无从以登记方式抛弃, 终究无法生 /物上0 的效力, 必须

一次一次的行使, 尤其碰到有对抗第三人效力的先买权时, 若交易破局, 下笔交易进行时, 交

易相对人一定还会要求先买权人再为一次抛弃, 排除成本因此不断增加。与此相近的是租赁契

约对抗受让人的效力, 买受人要排除租赁契约, 也只有使承租人先为抛弃一途。¾

#94#

中国社会科学  2005 年第 6 期

¹
º

»

¼
½

¾

可参见 / 司法院0 院字第 2193 号解释, / 最高法院0 1985 年台上字第 2322 号判例。

关于其定性可参见谢在全 5承揽人抵押权之研究6 , 载 5月旦法学杂志6 2001 年总第 69 期。

前注/最高法院0就不动产共有人先买权所做 1976 年台上字第 2113 号判例可参。针对/ 土地法0第 104

条的先买权, 1997 年度台上字第 2707 号判决: / 土地法第 104 条第 1 项所定之优先购买权, 除基地承

租人不于第 2 项接到通知后 10 日内为表示, 应视为放弃外, 若基地承租人于知悉土地买卖之条件后,

曾明示或默示表示抛弃该优先购买权者, 自仍生权利抛弃之效力0 , 也是在买卖契约成立后才行使。

Posner R ichard, Economic Analy s is of L aw , 5ed. , L it tle Brow n and Company , 1998.

可参见 1991 年度台上字第 2529 号判决: / 土地法第 34 条之一第 4 项规定共有人出卖其共有土地或建

筑改良物之应有部分时, 他共有人得以同一价格共同或单独优先承购, 旨在简化共有关系与公益无关。

共有人之优先承买权虽系于他共有人就其应有部分与第三人成立有效之买卖时始发生, 但共有人于他

共有人即将成立买卖之际, 预先抛弃其即可取得之优先承买权, 尚非法之所禁。0
可参见 1954 年度台上字第 594 号判决: / 出租人于租赁物交付后, 纵将其所有权让与第三人, 其租赁



排除成本并不限于交易关系中的法定物权, 立法者就一定事实或法律关系介入的情形, 也

可能不符合当事人的利益, 而必须排除。不同的是, 交易关系中所生的法定物权, 其排除多会

由交易者在事前为之, 以减少成本。而且交易者既可预见, 排除成本即可内化于交易而得到一

定的控制 ) ) ) 成本太高者自始即宁可不作交易。后一情形则只能事后为之, 不能内化于交易,

比如法定抵押权的排除成本会计算于房屋建筑的承揽交易中, 但留置权的发生仅需债权的发生

与占有的动产有 /牵连关系0 ( /台民0 第928条第 2款, /陆物草0 第271条第 2款) , 其中有属

交易关系者, 如动产修缮的承揽契约, 交易者因可预见动产被留置的可能, 而把担保利益计算

进去 (因风险降低承揽人也有较大降价空间) , 或事先排除。但牵连关系也包括非属交易关系

者, 即无法事前预见, 其所生成本因此未能像法定抵押权一样内化于交易, 对其发生也就无法

经由成本计算而得到控制。此外, 事后的排除, 成本往往更大于事前的排除。前面提到不动产

时效取得, 仅使完成时效者取得登记请求权, 一定程度可降低确认成本, 但同时也开启了失权

人作最后努力的机会, 申请登记取得地上权的过程, 往往就是诉讼攻防的开始, 从而又增加了

不少排除成本, ¹ 此所以主张不动产也和动产一样直接适用时效取得物权者, 一直不乏其人, º

失之东隅者收之桑榆, 如何权衡, 并不容易。非就一定交易关系设计的法定物权, 有时候立法

者也知道结果可能不适当, 而预设了排除方法, 未经计算债权担保的需要而强制发生的留置权,

因为是就全部占有物行使留置权 ( /台民0 第 932条) , 很容易形成 /过大担保0 而浪费了担保

资源, /民法0 只在运送人留置权限定运送人按债权额比例留置运送物 ( /台民0 第 647条) , 可

以防止此类浪费, » 其它情形, 只好通过转换为质权的规定, 使债务人可以提出 /相当0 的担保

而消灭留质权 ( /台民0 第 937条) , 不妨视为一种对抗不当留置的方法, 但这些嗣后的排除,

一去一来, 也都是成本。中国大陆物权法草案未设比例留置的限制, 以相当担保替代留置也限

于留置权人接受的情形 ( /陆物草0 第 278条) , 大大减少了排除不当留置的机会。

(三) 补充法定物权的成本

立法者基于一定考量以法定物权介入财产权关系, 由于非经当事人精密计算和交换, 仅抽

象假设在一定情境下 /应0 由一方取得某一对世性权利, 即使在多数情况确能符合当事人和社

会整体的利益, 但其介入对原已存在的法律关系, 也有如吹皱一池春水, 某些调整几乎很难避

免, 这可以说是补充法定物权的成本。实际的情况是, 当立法者为了矫正自治之弊或打破自治

瓶颈而介入后, 往往需要靠更多的自治来善后。

法定地上权是最典型的例子, 台湾地区 /民法0 第 876条第 1项规定: /土地及其土地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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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对于受让人仍继续存在, 为民法第 425 条所明定。故房屋之出租人, 出卖其房屋时, 受让人虽系

以自住之意思而买受, 然除经承租人表示愿意抛弃租赁权利, 或受让人有收回房屋之法定事由外, 不

能强使承租人返还房屋。0
¹  台湾地区法院对于时效完成后提出登记申请, 到受理申请、完成登记过程中如何平衡所有人与占有人

的权益, 一直拿捏不定, 近几年的做法可参见1994年台上字第3252号判例: / 占有人若依土地登记规则
第 113 条规定, 由其一方申请登记为地上权人, 经登记机关受理, 在公告期间, 土地所有人提出异议

者, 登记机关应依/土地法0第 59 条第 2 项规定予以调处; 不服调处者, 应于接到调处通知后 15 日内

向司法机关诉请处理。调处结果, 若对占有人不利, 占有人对土地所有人提起之诉讼, 即得请求该所

有人容忍其办理地上权登记, 以排除土地所有人之异议, 使登记程序之障碍除去, 俾完成地上权登记。0

比如李芳南5民事诉之声明及相关实务法律问题之研究6 , / 司法院0研究年报第19辑, 1999年 , 第165页。

在最近 / 法务部0 重新研修留置权修正, 已把第 932 条的 / 全部留置0 原则作了调整: / 债权人于其债

权未受全部清偿前, 得就留置物之全部, 行使留置权。但留置物为可分者, 仅得依其债权与留置物价

值之比例行使之0。



建筑物, 同属于一人所有, 而仅以土地或仅以建筑物为抵押者, 于抵押物拍卖时, 视为已有地

上权之设定, 其地租由当事人协议定之, 协议不谐时, 得声请法院定之0。补充的必要性很清

楚, 地上权在台湾 /民法0 虽不以地租的约定为成立要件, 但通常都会约定, 只是不一定登记,

未登记时, 仅为土地所有人与地上权人间的 /伴随债之关系0 而已。在法律为解决房地产权冲

突而介入的情形, 当然要假设土地所有人非 /慈善事业0, 而许其请求合理的地租。台湾 /民

法0 特别之处, 仅在明定当事人的协议义务, 及当事人无法达成协议而陷于进退维谷时, 法院

的补充形成义务。实务上碰到的问题却不以此为限, 因为地上权从天而降, 还有时间和空间范

围有待协议, 如果当事人无法达成协议 (这种情形正因为地上权人自恃有法律保障而不愿让步,

土地所有人却自觉吃亏而期待较高补偿, 发生的机率事实上甚高! ) , 可不可以请求法院来裁判,

就非常有争议。所以在修正物权编时, 才特别增订就地租、期间及范围协议, 且不能协议者可

由法院以 /判决0 定之。草案对其它类似的情形, 也都作了相同的规定 (如 / 台物草0 第 838

条之一、第 840条第 5项、第 840条之一、第 840条之四、第 927条第 5项等)。在依时效取得

地上权的情形, 也有类似的问题, /民法0 未做规定, 还特别劳动 /大法官0 在第 291号解释后

做了 /应由法院裁判0 的旁论。这些补充的协议和诉讼或非讼的程序, 也都是法定物权引发的

善后成本。中国大陆土地未开放私有, 所以没有此类房地异其所有的问题。

但其它的法定物权何尝不需要补充? 比如相邻关系的权利, 台 /民法0 只用 /应支付偿金0

一句话轻轻带过, 实际上承担邻地通行、过水、饮水、拉线等, 可以请求多少偿金, 一次还是

分期给付, 都需要双方协商, 谈不拢的机率也很高, 最后还是必须诉诸法院。此一物上之债性

质的偿金, 又不像法定地上权的地租, 协议后可以登记, 而有明确的物权效力, 相邻关系所生

的偿金债权, 在现行法下不能办理登记, 这使得任一土地易主, 都可能需要重起谈判。要想一

劳永逸, 双方可能仍需就法定物权的内容登记地役权及地租, 法定物权原要减省的缔约成本还

是省不掉。目前物权编草案并未尝试一般地为这些问题善后, 只选择袋地通行的情形, 对于周

围地损害最小的处所和方法有争执时, 明定得由通行权人或异议人声请法院以判决定之 ( /台物

草0 第 787条第 2项后段) , 损害周围地过巨时, 周围地所有人得请求购买, 对于买卖价额如果

谈不拢, 也可以声请法院以判决定之 ( /台物草0 第 788条第 2项)。这些补充成本都还可以预

见, 而由当事人计算后再决定要不要投入, 比如要不要行使通行权。中国大陆土地虽非私有,

但土地上可能有各种用益权, 土地所有人和这些用益权人, 以及建物所有人之间, 也还需要相

邻关系的规范, 其物权编草案第 82条规定通行他人土地之权, 其要件如 /相邻各权利人因通行

必须利用该土地的0, /根据当地习惯必须利用该土地的0, 对于是否符合要件, 固然需要确认,

具体行使的方法、范围, 也都还需要作补充约定, 他如是否支付, 支付多少偿金, 第 89条也仅

规定: /不动产权利人为相邻各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提供便利受到损害的,

可以请求相邻各权利人补偿0, 实际上难免会起争议, 法律虽未规定, 似乎也只能请求法院来裁

判了。

有些补充成本则未必能事前计算, 比如动产附合或混合, 或在他人不动产发现埋藏物, 而

在附合物、混合物、埋藏物上成立共有关系, 共有人势必为如何共管或分割开始协议, 意定的

共有未必无效率, 法定的共有却是一种反公有状态, 而很难有效率, 最后往往还是走到法院,

请求判决分割。¹ 此外, 因受让租赁物而继受的租赁契约 ( /台民0 第 425、426、426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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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可参见 5从效率观点看几个共有关系的争议6 (苏永钦: 5走入新世纪的私法自治6 , 第 303 ) 310 页) ;

苏永钦: 5再谈共有物分割的问题 ) ) ) 从比较法和法政策角度分析6 ( 5私法学之传统与现代 ) ) ) 林诚二



/陆合0 第 229条等) , 除了陷入哪些关系在继受范围, 哪些不在的争议外, 如何相互调适而作

必要的补充, 也都会制造成本。和台湾 /民法0 所继受的德国民法相比, 后者规定了出租人对

承租人就受让人的损害赔偿义务负无先诉抗辩保证人的责任 (德国民法第 566条第 2项前段) ,

承租人则得终止租约 (德国民法第 566条第 2项后段) , 并就已付押租金、租金等问题详细规定

(德国民法第 566条之一至之五) , 台湾地区的立法者几乎只是把承租人和受让人 /送作堆0, 就

撒手不管, 中国大陆合同法的规定更是语焉不详, 隐藏的补充成本有多大, 只要看台湾地区法

院有关第 425条的案源不断, 已可知泰半。¹

(四) 防止法定物权的成本

立法者在设计法定物权的时候, 可能还要考量潜在失权者的反应, 或者更精确地说, 防止

失权的措施, 其花费虽然不是那么直接, 但不能说不是法定物权连带引起的成本。最主要的,

就是增加失权风险, 连带增加的防险成本。依民事财产法的原则, 物权人本来就要承担物的风

险, 比如房子要加装门窗防护, 必要的时候要投保火险, 机车停放路边要上锁, 投宿旅店贵重

物品要托付保管等。但财产权的基本设计, 比如无权处分不生效力 ( /台民0 第 118条, /陆合0

第 51条) , 不动产还要经过登记才可能发生物权变动 ( /台民0 第 758条, /陆物草0 第 10条) ,

可使物权人比较放心地把财产交由他人占有, 即使一时被侵夺, 还可以基于物权向占有人索还

( /台民0 第 765条, /陆物草0 第 39条)。特别是在立法者决定保护动产交易安全, 而牺牲无权

处分不生效力的原则时, 又特别针对盗赃遗失物, 使被害的物权人还有两年的回复机会 ( /台

民0 第949条, /陆物草0 第107条) , 其经济合理性即在降低物权人的保护成本, 只需维持在合

理程度即可。故若动产一旦脱手, 法律即优先保护善意交易者, 如某些国家或地区民法的规定,

很可能会迫使动产所有人提高保护的投资, 有人称此为 /盗失相关成本0 ( theft- related cost ) ,

和保护善意受让人所减省的权利调查成本相比, 一增一减, 何者为重, 全看立法者的权衡。º 台

/民法0 有关动产加工取得和时效取得, 都未加上主观善意条件, 背后的权衡即未如善意取得制

度, 对盗失相关成本给予相当的考量。为德不卒的结果, 就是动产所有人可能会因此担心遭窃

或遗失, 被处分后虽还可能要得回来, 但一旦被窃贼恶意加工, 还是全无希望, 碰到恶意受让,

本来还有在 15年内索还的机会, 又因为有时效取得, 也可能五年即终局丧失索还机会, 为此而

不得不提高防盗防失的投资。» 中国大陆物权法草案对于加工、附合、混合, 则一律排除恶意者

的取得 ( /陆物草0 第122条) , 对于防盗成本应有一定的抑制作用。¼ 但民法总则草案对于不动

产和动产的时效取得, 都不设主观条件, 又会增加防盗成本。

再如台湾地区 /民法0 对于留置权的发生, 本来限制只能是债务人的动产, 物权编修正草

案拟依部分学者的建议, 再把占有者属非债务人的动产而为债权人所不知者, 也纳入留置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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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祝寿论文集6, 学林出版社, 2004年, 下册, 第 473 ) 480 页) , 整理了裁判分割背后的政策考量。

¹  相对于 / 台民0 的简略, 大清民律草案反而已经知道参考德国民法作了较为详细的善后规定 (草案第

680) 682 条) , 简化的原因何在, 已不可考。

相关文献及讨论可参见 5动产善意取得若干问题6 (苏永钦: 5民法经济法论文集6 , 台北: 1988 年, 第

172) 179 页) ; 经济分析的对话, 如张永健 5论 /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0 之若干问题6, 载 5台湾本土

法学杂志6 2001 年第 27 期。

被害人对于恶意加工人、恶意拾得人当然还是保有侵权行为的请求权, 但该请求权只有短期时效, 而

因为所有权将确定丧失, 即使找到人也要不回来。

台湾地区 / 民法物权编修正草案0 也将明文排除恶意者的添附取得 ( / 台物草0 第 814 条之一) , 但恶

意仍可时效取得, 只是和善意有过失一样, 要 10 年才可取得 ( / 台物草0 第 768 条) , 比善意无过失者

要多花一倍时间 ( / 台物草0 第 768 条之一)。



( /台物草0 第 928条第 2项后段) , 将使动产所有人连把动产托付他人都要特别小心, 免得无端

变成别人的担保品, 就此中国大陆物权编草案倒是明确规定留置物限于债务人的动产 ( / 陆物

草0 第 271条) , 不会增加防止失权的成本。不动产的产权保护因为有登记制度, 成本被压得很

低, 就算被他人强占, 也不用担心权利发生变动。从这个角度看, 台湾地区 /最高法院0 很早

就以判例把已登记土地也纳入时效取得地上权、地役权的范围, 不仅有严重的违宪问题, ¹ 无形

中也增加了土地产权的防护成本, 很有商榷余地。

(五) 扭曲竞争机制的成本

从拍卖法则来看, 经由市场公开竞争, 把财货卖给出价最高者, 通常也就找到了最有效率

的资源利用者, 然则法定先买权即有可能因为扭曲竞争, 而使资源由非最佳利用者取得。因为

表面上先买权人是用相同的条件捷足先登, 实际上第三者取得标的物后通常需要比已经和标的

物有某种利用关系的先买权人, 付出更大的调适成本, 如果先买权人在竞价上有先天的优势,

愿意进场与先买权人角逐者已经不多, 但除非资源的最佳利用者能创造的资源效益比先买权人

大到一定程度, 以致他的出价会高到让先买权人却步, 否则先买权人应该都能优先取得, 但竞

争机制已经受到扭曲, 无法经由市场找到真正最佳的资源利用者。意定的先买权不会有这样的

问题, 因为设定先买权以取得未来交易优势者, 必然为此先付出了代价, 其后仍愿意以和市场

最有利条件 /相同0 的条件争取交易, 足以显示他才是最佳的资源利用者。如前所述, 法定先

买权的正当性是在于降低利用变动的成本, 及简化法律关系降低的协商成本, 立法为此而牺牲

竞争机制, 当然也是一种权衡。

同样会扭曲竞争机制的是法定抵押权和海事优先权, 前者使银行资金流入也许不是最有生

产力的地方, 后者降低了某些债权的风险, 扭曲了比如劳力市场的竞争, 这当然也就是立法的

本意, 但如果所要追求的社会政策效果未如预期, 就不能不考量这样的成本是否值得了。

四、法定物权的立法政策

综合以上的分析, 大概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即法定物权既有诸多合理的经济与非经济的考

量, 说明即使在尊重自由意志的民法, 仍不能否定其存续的价值。惟另一方面, 法定物权又会

制造不小的成本, 且未必都能内化于交易, 而在发生的频率上受到一定控制。如果所失者尚且

高于所得者, 便是失败的介入。因此立法者有必要建立一套判断是否及如何介入的标准, 并努

力作一些事实研究, 在此基础上去作调整。近年台湾地区民事立法对于法定物权只见增加而未

认真检讨其合目的性, 中国大陆的情况可能不尽相同, 但整体而言, 立法者以赋予物权或物权

效力为方法介入人民财产权关系, 从所有权、先买权到留置权, 也用得非常 /顺手0, 但草率的

程度不遑多让, 有时还有过之, 似乎显示两岸立法者对法定物权的社会成本都未给予足够重视,

以下几点或可作为立法政策上的参考:

(一) 淘汰过时的法定物权

立法者首先应检讨, 有没有法定物权已经时过境迁, 存在价值有限, 徒然制造不小的社会

成本? 本文认为, 台 /民法0 规定的不动产物权时效取得应该可以入列。台湾地区土地总登记

早已完成, 未登记土地只剩无须登记的土地, 本无时效取得所有权的余地。在严密的建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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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未登记的定着物, 绝大多数属于违章, 因无法登记根本无法适用不动产时效取得制度, ¹ 其

产权如比照动产处理反而更见流畅。中国大陆民法总则草案对于不动产连所有权都适用取得时

效, 其不当已如前述。

(二) 精确预设介入的条件

法定物权有利有弊, 固然需要权衡, 但未必要作全有全无的决定, 就以时效取得制度来说,

对于仅能以公示程度甚低的占有作为公示方法的动产, 其降低调查、争议、保存权利证明等成

本的正面功能, 仍可肯定而值得保留。中国大陆物权法草案不分动产不动产一律不设时效取得

制度, 也许就可以再作斟酌。立法者如果能掌握社会成本的增加, 是源于社会条件的改变, 原

有法定物权预设的典型情况今昔已大不相同, 也许比较好的处理是, 反映社会变迁, 把法定物

权的发生要件加以调整, 使适用的结果可以利大于弊。以动产的附合、混合、加工而言, 在没

有今天这样工业化生产和市场经济的古罗马社会, 针对非交易的事实行为或结果去处理产权争

议, 没有什么不当, 到了今天, 这类争议发生于单纯事实行为的已经是例外的例外, 大部分的

加工、附合、混合都已经是在交易关系中发生, 此时若不区隔有无交易关系的不同前提, 把交

易关系中的行为明确排除于物权变动的构成要件以外, 则法定物权反而会成为争议之源。故有

关动产添附的规定, 如果能加以修正, 明文规定所有权的变动于动产权利人间就添附有法律行

为时不适用之, 应该是比较理想的利弊调和。中国大陆的物权法草案现在是以 /另有约定的除

外0, 就立法技术而言, 一方面在法理上仍不顺畅, 已如前述, 另一方面个案中承揽契约当事人

是否有排除加工取得的意思, 解释上还留下争议空间, 实不如直接规定排除适用于依法律行为

所为加工, 或所生附合、混合的结果。又如从法定共有会制造反公有状态来看, 中国大陆民法

物权草案有关附合的规定, 只要数物成为合成物, 即发生合成物的共有, 非如混合以 /不可分

离0 为其要件, 解释上似乎纵可分离, 也不致排除共有, 考量的可能是分离回复原状所生的费

用, 但若不像台 /民法0 那样以分离是否产生过高花费为其限制, 则节省了回复原状的成本,

可能还不足以补贴法定共有关系所生的社会成本。如果反过来把附合的要件严格解释为必须达

到不可分离的程度, 则只要尚可分离, 无论分离需费是否过高, 任何一方都可请求回复原状,

又会引发太高的回复原状成本。两种解释都不尽妥适, 足见构成要件尚未臻精准。

(三) 精确选择物权的类型

立法者肯定介入的必要性时, 在物权法定的前提下, 还要仔细思考用何种物权, 或赋予何

种物权效力? 不恰当的物权, 会没有必要地制造补充成本, 乃至排除成本。台 /民法0 各种为

解决房地产权冲突而设的法定地上权, 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冲突都是出现于土地上已经有建

物时, 因此严格而言, 有冲突的是 /该0 建物的产权与其基地产权, 而不是抽象的基地利用权

与基地所有权。因此如果能赋予容忍该建物利用土地的权利, 即可消弭冲突, 换言之, 此时需

要的不是建物所有人对基地的 /人役0 性利用权, 而是建物对土地的 /地役0 性利用权, 立法

者如果作这样的选择, 即不需再为利用的期间和范围操心, 补充法定物权的成本可以大大降低。

反之, 如果立法者选择前者, 如 /台民0 第 876条, 规定房屋拍定人可取得对土地的 /地上

权0, 实务上就会出现一堆争议, 物权编修正也才要为此特别扩大法院受理裁判的事项。同样的

情形也发生在基地利用权的时效取得 (释字第 291号解释)。

权利精确定位的问题还可以留置权为例。留置权因为过大担保而引发的排除成本, 原因也

在立法者赋予债权人过度的保护, 比较法上不问原因而给予所有债权人这样大的担保权, 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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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瑞士和台湾地区 /民法0, 现在中国大陆物权法似乎也要跟进。两岸民事立法者应该也可以

考虑朝除去其优先受偿效力的方向调整, 以与质权区隔, 而把确有平衡高风险需求的特殊留置

权, 保留完整担保物权的性质, 改称法定质权。

(四) 尽量避免形成反公有

房地分离的原则, 使房地异其所有的情形经常出现, 很容易形成反公有的财产权关系, 法

定地上权和先买权皆由此而生。此一原则有其历史因素, 现在很难重新调整, 但立法者至少应

努力减少造成房地产权分离的因素, 近年台湾地区立法多已注意及此, 而对单独处分加以限制。

和善后的法定地上权, 或诱因性的先买权比起来, 处分权的限制 ( /处分一体原则0) 也是一种

立法对私法自治的介入, 但副作用最小, 值得立法者更多予以运用。

同样可以减少反公有状态的, 是共有关系的进入和消除。法定共有关系的立法应尽量避免,

共有物的分割, 以共有人协议为原则, 无法达成协议或调处时, 只有裁判分割一途。但裁判分

割如果仍执着于原物分割, 很容易又形成另一形式的反公有财产关系, 很难避免价值的减损,

故德国实务显示几乎都以变价为原则, 比起台湾地区立法始终在原物分割上打转, 实更胜一筹。

(五) 审慎考量替代的方案

在权衡要不要以法定物权介入自治领域的时候, 立法者不要忘了其它的可能性。如前面分

析的, 民法债编许多任意规范性质且仅有相对效力的规定, 也是 /法定0, 同样有引导和补充私

法自治的功能, 交易者可以选择接受, 而省却就此再为约定的麻烦, 也可以选择不接受, 而以

其它约定替代, 或明示排除该规定的适用。这里同样有介入的妥当性问题, 只是一般而言, 调

查、排除等成本较低, 但正面的保全资源、简化法律关系等功能可能也较弱, 对立法者而言,

自然是不同的选择。不仅如此, 即使选择了法定物权, 在物权和部分物权的效力 (如对抗后手,

或协同登记请求权等) , 乃至物上之债之间, 在成本效益的评估上也会有此长彼短的选择, 同样

需要立法者经由事实调查, 而做成审慎的评估, 没有绝对的好坏。

因此现代的民事立法者不能只在 / 比较法0 上下功夫, 更不要说那种单纯 /规范0 而非

/功能0 的法条比较, 事实研究的重要性毋宁更高。民事立法必须延揽司法实务家和了解市场实

务的专家参与, 而不是只有能读外国论文却不懂本国实务的教授, 殊不待言。

(六) 物权法定需要再评估

最后, 也许还是要回到物权法定的问题, 法定物权和物权法定虽在概念上必须区隔, 但若

深入咀嚼前面的讨论, 仍会发现两者在立法政策上的密切关联。简言之, 即当物权的设定必须

受限于法律所规定的种类与内容以后, 人们以自治响应交易需求的空间小了, 或者说, 自治的

交易成本增加了 (比如必须以许多的债权关系来取代一个物权关系) , 某些法定物权相对地反倒

可以被合理化。倒过来说, 如果物权种类大幅增加, 或者走向自由化, 现在很多的法定物权就

不再有存续必要, 因为人们可以有成本更低的自治方法, 立法者的介入反而没有效率。

法定物权既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物权法定而有必要, 它也成了我们必须为物权法定付出

的社会成本。这印证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质疑的, 立法者常常因为第一次的不当介入, 而必

须不断介入。因此我们不断回头去质疑第一次的介入, 也就是物权法定主义的妥当性, 好像就

不能说只是书生的迂阔之见了。

附注: 因原文篇幅较长, 委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李富成博士代为删略, 特此致谢。

1本文责任编辑: 王好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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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ble, and the high marg inal tax rate does not function at all. T he average mar ginal rate of

w age earnersp income tax is est imated to be betw een 61 7 ) 101 4%, w ith the ef fective tax rate

being betw een 21 9 ) 51 1% . The g roup w ith a monthly income betw een RMB 1300 ) 5800 yuan,

to w hom the 2nd and the 3 rd lev els apply , const itutes 471 4% o f the sur vey sample, w hile they

contribute 841 9% of income tax from salar ies. T hey are the main taxpayers o f indiv idual income

tax on salaries. Adjust ing the standard deduct ion according to inf lat ion w ould fr ee over half of

present w age earning taxpayers f rom the obligat ion to pay tax .

( 7) Financing Contract, Signal Mechanism and Financial Structural Reform in China

Feng Jun  Yuan Zhigang # 67 #

The cost o f verificat ion arising fr om informat ion asymmetry increases the co st o f ex ternal

financing, w hile a w el-l developed signalling mechanism may ef fect ively minim ize the cost of

verificat ion and optim ize al locat ion of resources. A s either shar eholding contracts or liability

cont racts have advantag es and disadvantages, the co st o f verificat ion and the signalling

mechanism are taken as the main factor s in evaluating a f inancing contract . F inancial st ructural

adjustment is to be carried out by get ting rid of administ rat iv e interference and lo oking for

financing means that contain market adjustment mechanisms. We urgent ly need to improve

signalling mechanisms and develop the co rpo rate bond market in Chinaps financial st ructural

reform.

( 8) Social Costs of Statutory Propert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Legislative Policies across the Strait

and Suggestions Su Yongqin # 79 #

The numer us clausus principle has been under theor et ical review and has tended to become

flex ible in civil law in Taiw an in answ er to the needs of social and po litical development .

Nevertheless, in the civil legislation across the Strait , statutory property seems to be on the rise

w ith no serious rev iew . Despite it s various econom ic and non- economic merits, such as improved

ef f iciency in resource utilizat ion, fair dist ribut ion, and so on, statuto ry property causes obvious

social costs that are unlikely to be internalized in the t ransact ion itself, such as the co st of

ident ify ing the state of statutory pr opert ies, and those of excluding , supplement ing or precluding

statutory property that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 f specific t ransact ions. It may also

distor t competit ive market mechanisms. Although they have inherent differences, the statutor y

property and 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 are the same leg islativ e policy w hen it comes to the

state intervent ion in property rights. Therefor e, it should be r eview ed from the standpo int of the

basic idea o f pr iv ate- law autonomy, so as to establish pr oper legislative policy fo r the statutor y

property.

( 9) State Policy Orientation, Extractive Capacity and the Equality of Healthcare in Urban China

Wang Shaoguang # 101#

The w ill and capacit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assuming healthcare funct ions have

changed g reat ly since the reform. T his paper explo res the impact of such changes on equity in the

financing and provision of service in healthcare in urban China. The author br ief ly t races how

Chinaps urban health insurance has evo lved under acute f iscal st ress, inv estig ates how the shift of

government policy in relat ion to public healthcar e agencies has affected the behavior s of

healthcare prov iders, and explains some phenomena such as unequal healthcare f inanc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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