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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序 論 

一、物權法之意義 

凡是以人對物之支配關係為內容之法規範均可稱為物權法，此即廣

義之物權法（實質意義之物權法），範圍甚為廣泛，民法物權編以及其

他各編有關對物支配關係之規定，例如承攬人之抵押權、繼承人對於遺

產之公同共有屬之，其他如動產擔保交易法、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礦業

法，或與土地、建築物有關之土地法、農業發展條例、建築法等莫不直

接或間接、或多或少，以對物之支配關係為其規定內容，亦均與物權法

有關。上述法律均成為物權法之法源。 

惟通常所謂物權法大抵係指專以人對物之支配關係為其規定內容之

狹義物權法（形式意義之物權法），亦即民法典中第三編物權所規定之

法規而言。主要內容為關於所有權、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抵

押權、質權、典權、留置權與占有之規定，然其中亦有關於債權關係之

規定者，例如相鄰關係（783、787 等）、添附（816）、共有（822）及占

有（954、955、957）中有關償金與費用求償權（上述引用之條文為民

法者，本書均省略民法或民，合先敘明），或是其他有關損害賠償責任

之規定均然，蓋此等債權關係均係附隨於物權關係而生，便宜上亦均規

定於物權編，此並可求物權關係規定之完整性。 

二、物權法之性質 

物權法係民法之一部分，性質自與民法同。一般而言，係屬私法、

普通法與實體法，民法兼有任意法與強行法之性質，惟物權法因係規範

財貨之歸屬秩序，恆涉及有限財貨之高效率分配，及其歸屬秩序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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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具對世之效力，與第三人之利益密切攸關，為求規範內容之統一，

其規定多具強行性質，非當事人所得任意變更，故原則上應屬強行法，

此與債法尊重當事人之意思，以契約自由為原則，故較具任意法之性質

者，大異其趣。 

三、物權法與民法 

民法是規範人類私社會生活之法律，而人類之私社會生活不外乎經

濟生活與倫理生活，規範經濟生活，以保護財貨秩序之法律即為財產

法。規範倫理生活，以保護身分秩序之法律即為身分法。人類生產財貨

基本上為自己生活所需，如有多餘，即有與他人交換之必要，為順利完

成交換，民法一方面設第二編債法為規範，以保護財貨之移轉秩序，使

歸屬於一定權利主體之財貨得經由權利主體之意思完成其移轉。商品交

換即為此種財貨移轉秩序之典型，是為財貨移轉法。以關於財貨之交換

（流通）為內容，重在動的安全之保護，以實現其財貨之移轉機能。他

方面，為使財貨移轉成為可能，必須當事人（權利主體）就自己財貨具

有處分之自由，並享有財貨交換後之歸屬成果，民法乃設第三編物權

法，以保護財貨之歸屬秩序。所謂財貨之歸屬秩序係指特定財貨均歸屬

於特定之權利主體，權利主體對其財貨得直接支配，其享有、處分具有

完全之自由，是為財貨歸屬法，著重在靜的安全之保護，以實現財貨歸

屬之機能。債法與物權法同為財產法，均為市場經濟體制不可或缺之法

律制度，缺一不可，兩者相互對應，相輔相成，因唯有物權法鞏固財貨

之歸屬秩序，方能使基於信賴而生之財貨（商品）交換成為可能，亦唯

有債權法確保財貨之移轉秩序，使財貨之流動得以暢通無阻，財貨之歸

屬方得以實現，並發揮其功效，債法與物權法實乃民法規範財貨秩序之

兩大骨幹，契約與所有權則為財貨交易世界之兩大基石
1
。 

                                                        
1 

 物權法原僅係以物之歸屬秩序為規範對象，無體財產則由民事特別法規範之，然因

近代財產之多樣化，無體（形）財產之價值日重，物權法規範之對象已有不同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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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物權法與不動產登記法 

民法不動產物權採公示原則及公信原則（758 至 759-1 參照），不僅

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且以登記為不動產物權變動或處分之要件，「土地

法及其授權訂定之法令乃設有登記制度，以為辦理不動產物權登記之準

據。依土地法令所設程序辦理之不動產物權登記，足生公示力與公信

力，為確保個人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不動產物權之重要制度」（釋 600

參照），故民法不動產物權是否完備，作為規範不動產物權實體法之物

權法能否實現，端賴健全不動產物權登記法令之建立，蓋不動產登記法

實屬不動產物權之程序法，必須迅速、正確並完整公示不動產物權，方

能實現上述理想。我國不動產登記法體系由土地法、土地登記規則、地

籍測量實施規則及其他相關地政法令構成之（物施 3 I 參照），但絕大部

分登記程序均委諸土地登記規則及法令、函示，雖有靈活之便，但不動

產是人民賴以維生之重要資源，不動產物權之登記程序及其相關測量程

序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之重要事項，本諸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實

宜法律明確規定為宜，其中建築物物權之登記程序尤然（釋 600 參照）。 

五、物權法與憲法 

憲法之基本權不但經由民法實現，而且為創造與時代相應之基本

權，民法亦具有協力關係。是民法對憲法基本權負有一定之任務及功

能。主要有三：（一）基本權內容之形成，憲法就基本權之內容之種類

及內容，大抵是以概括或抽象規定方式呈現，故於具體落實其基本權，

適用於自由市民私生活領域之際，其內容之形塑或具體化即為民法之首

要功能。憲法第 15 條規定之財產權，需由物權法予以形成，即屬適

例。（二）基本權保護制度之創設，基本權若屬私生活領域範圍者，於

                                                                                                                                        
（見第二篇第一章第一、二節）。又物權之社會作用，拙著物權上冊第 22 頁（修訂

6 版，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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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他人侵害時，需賴民法所建立之制度予以保護。例如物權之物上請求

權制度即然。（三）基本權支援制度之建立，基本權除消極不受侵害

外，仍須有法律制度之積極支援，方能徹底實現。民法上之契約制度，

藉由個人間經由意思表示之相互同意，始能形成自由權得以揮灑之生活

空間。所有權之保障足以貫徹憲法上之人性尊嚴最高價值，均屬例證
2
。

物權法以財產歸屬規範構建財產秩序，形成客觀之法律制度，以維護財

產權之存續及價值，於憲法自由權之保障具有樞紐之地位。 

六、我國物權法之制定3 

我國物權法之制定始於前清宣統 3 年（西元 1911 年）之大清民律草

案（俗稱第一次民律草案）。該草案將物權置於第三編，第一章為通

則，其次則斟酌本國之習慣及多數之法例，於第二章始分物權為所有

權、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及擔保物權，分列為第二章至第六章。故

係以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為用益物權、擔保物權則再細分為抵押

權、土地債務、不動產質權與動產質權四種，至占有列為本編之末，為

第七章。大清民律草案未及施行，清朝覆滅。民國肇造，民國 14 年，

修訂法律館制定民律第二次草案。惟此項草案大抵係就第一次草案修訂

而成。物權編共分九章，廢第一次草案關於第六章擔保物權之章名，將

抵押權、質權各立一章，並增典權一章。典權之增列為民律第二次草案

物權編之重大突破，惟將典權以擔保物權型態處理。本草案未曾施行，

僅於 15 年通令暫行參酌採用總則編及債編，物權編仍不在其內。惟各

                                                        
2 蘇永欽，財產權的保障與大法官解釋（違憲審查第 75 頁，學林文化公司，1999

年），陳愛娥，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中財產權概念之演變（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

務第 393 頁，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8 年），劉建宏，財產權

（法學講座 29、1，2000 年），王榆評，財產權之保障與限制（憲政時代 25：4、
145，2000 年）。 

3 中華民國民法制定史料彙編上冊等 671 頁，下冊第 207、315、316、541、575、
962、966、971 頁（前司法行政部總務司，1976 年），黃源盛，民初大理院關於民

事習慣判例之研究（政大法學評論 63、14，2000 年），拙著物權上冊第 4 頁（修訂

4 版，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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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法院將本草案作為法理參考引用。民律第三次草案物權編部分即為現

行物權法，先有民法物權編立法原則共十四項，繼由立法院起草委員會

委員擬就物權編草案，送請大會討論通過，於民國 18 年 11 月 30 日公

布，19 年 5 月 5 日施行。 

自民法物權編制定之經過可知，我國物權法除本諸固有法外，大抵

係上溯大陸法系之羅馬法與日耳曼法，而以德、瑞、日民法立法例為直

接藍本。施行以來迄今已九十餘年，此間社會急遽變遷，工商繁榮發

展，民法已難完全因應。前司法行政部乃擬定民法研究修正計畫，呈奉

行政院 63 年 8 月 18 日以行政院臺 63 年法字第 8555 號函核定，成立民

法研究修正委員會著手民法之研究修正。經該會於 64 年 5 月 9 日決議民

法研究修正重點，關於民法物權編部分亦有決定（內容請見拙著物權上

冊第 7 頁，修訂 2 版，2003 年）。惟因該會就民法債編之修正費時冗

長，法務部（前司法行政部改制而成）為加速民法之研修，於 77 年 11

月間，另組成「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物權編研究修正小組」，進行民法

物權編全面之檢討、修正，自 78 年 1 月 16 日起至 86 年 5 月 19 日止，

歷時八年餘，始完成「民法物權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暨民法物權編施行

法修正草案」。該草案曾由行政院、司法院於 88 年 5 月會銜函請立法院

審議，但未獲通過。嗣經法務部於 92 年間重組研修專案小組就上開草

案檢修，小組先後完成擔保物權部分（總統 96 年 3 月 28 日公布，同年

9 月 28 日施行）；通則及所有權章（總統 98 年 1 月 23 日公布，同年 7

月 23 日施行），用益物權及占有部分（總統 99 年 2 月 3 日公布，同年 8

月 3 日施行）。民法物權編歷經 21 年之修正，終於完成，其變動幅度實

屬甚大，不僅使擔保物權產生嶄新之風貌，所有權及用益物權亦注入新

血輪，展開物權法之新紀元
4
。 

                                                        
4 詳見拙著，民法物權編修正經緯（台灣法學 100、17，2007 年），蔡明誠，民法物

權編的發展與展望（民法七十年之回顧與展望紀念論文集（三）第 45 頁，元照出

版公司，2000 年）。此文對於我國物權法在實務及學說影響下之發展與變遷有詳盡

之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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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物權法之趨勢5 

近代民法係以契約自由（私法自治）、過失責任（自己責任）及所

有權絕對（私有財產制）為其指導原則。上述原則與物權法最有密切關

係者，厥為所有權絕對原則即私有財產之絕對承認與尊重。物權法即係

在私有財產制之基礎上，以物權法定主義、公示及公信原則、一物一權

主義、物權行為獨立性及無因性及所有權自由等架構建立其體系。惟隨

著社會之進步、變遷，以及法學思潮之演進，上述基礎不僅有質的變

化，就物權法定主義、一物一權主義及物權行為無因性等支柱結構已非

金科玉律，備受檢討，除關於後三者之問題將於相關部分說明外，物權

法具有下列發展趨勢。 

（一）所有權社會化 私有財產制與契約自由原則為促成資本主義

發達，近代物質文明繁榮之兩大功臣，然私人之財產權（廣義之所有

權）之行使不但係為個人之利益，對社會亦有其應盡之職分，故必須兼

顧社會之利益。近代法律已著眼於芸芸眾生，透過國家力量積極致力人

類生活之保障。於是物權關係法律之規制逐漸強化，終於發生私法與公

法之混合，此實為現代化物權法上之一大特色。但應注意者，所有權之

社會化僅在說明所有權行使，在私有財產制下亦有應符合公共利益之內

部社會制約（財產權之社會拘束），而非私有財產制之根本變質，此觀

司法院釋字第 400 號解釋指明：憲法第 15 條關於人民財產權應予保障之

規定，旨在確保個人依財產之存續狀態行使其自由使用、收益及處分之

權能，並免於遭受公權力或第三人之侵害，俾能實現個人自由、發展人

格及維護尊嚴云云自明，是個人對其財產仍有其「私使用性」
6
及自由。

若以所有權社會化為一般原則，揮舞「公共利益」之大纛，置上述基本

意旨於不顧，則其矯枉過正之謬誤大矣。 

                                                        
5 詳見拙著物權上冊第 7 頁（修訂 4 版，2009 年）。 
6 陳愛娥，前揭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解釋中財產權概念之演變第 401、402 頁，中島

徹，財產權は市民的自由か（法律時報 82：5、82，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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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物權價值化 物權尤其是所有權之內容，原本是對標的物之

現實支配，自為使用收益。惟隨著經濟之發展，物權人從對標的物之現

實支配，演變成為收取用益代價或獲取金錢融資之價值利益，物權之價

值化於焉形成
7
，不動產證券化即為其徵象之一。物權價值化之另一現象

乃債權挾其金融優勢，與擔保物權相結合，債權因而強化，居於財產法

優越之地位
8
。再者，物權法係僅就有體物之歸屬秩序為其規範對象，然

由於債權、智慧財產權、電子資訊、大數據、人工智慧等無形資產之價

值日重，與「物」（有形資產）占有相同地位，無形資產不但在擔保物

權擴大，亦在物權之其他領域擴散
9
，物權之財貨價值取向，躍然紙上。 

（三）物權法之國際化 物權制度與人類生存攸息相關，與一國之

經濟體制唇齒相依，而所有權通常係重在土地，其利用與當地之文化、

習慣、地理條件等密切攸關，故規範物權制度之物權法，本質上最具有

固有法色彩。惟自資本主義發達以後，交易興盛，國際間為確保交易之

安全，物權內容遂日趨統一。所有權已非僅為靜態之用益對象，且為動

態之交易客體。隨著國際貿易發達，世界文明之密切交流，物權法國際

化之趨勢遂昭然可見。大陸法系物權制度之大同小異，固屬著例，擔保

物權於經濟生活中係創造信用重要手段，全球貿易無遠弗屆，其世界化

之發展尤為顯然。 

（四）環境生態之保護化 物權法乃規範財貨之歸屬秩序，財貨之

歸屬者得自由支配標的物，從而發揮其最大經濟效益。然而自工業革命

                                                        
7 演變之極致即為日學者川島武宜所倡「近代所有權之觀念性」，氏認為早期之所有權

乃現實之權利，亦即對於物需為現實之支配，然近代所有權之特質則為觀念性，亦

即物與現實之支配分離，對物為觀念之支配（川島武宜，所有權法の理論第 102-122
頁，岩波書店，1987 年）。餘見拙著物權上冊第 7 頁註 6（修訂 6 版，2014 年）。 

8 其詳，請參照我妻榮，近代法におけゐ債權の優越的地位（有斐閣，1988 年，王

書江、張雷譯，債權在近代法中的優越地位，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9 年）。惟舟橋諄一認為此項優越地位非來自金錢債權，而係來自金錢所有權或

金錢支配權，蓋保有金錢方能發揮金錢威力，一旦轉為債權後（借貸人）威力反弱

矣（舟橋物權第 338 頁）。 
9 森田宏樹，財の無體化と財の法（吉田克己等編，財の多樣化と民法學第 85 頁，

商事法務株式會社，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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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還，自然資源之過度利用不僅產生自然資源枯竭之現象，且因而影響

生態之平衡，導致自然環境之自我更新能力難以為繼，造成生態環境之

殘酷戕害。有鑒於後果之嚴重，環境生態之保護意識遂油然而興，天人

合一之人類永續發展成為文明世界之共同關懷
10
。自然資源既為人類生

活所賴，生態環境為人類之公共財，物權法面對此項發展，自應正視並

有所因應。民法物權編不僅增訂「農育權」，於土地農業之使用外，並

兼顧生態保育、用益物權更注重土地之永續利用（836-2、850-6、859-

2、917-1 等），均係其具體呼應。而都市計畫法與區域計畫法，以及為

生態環境保護所制定之野生動物保育法、環境影響評估法、土壤及地下

水污染整治法等之制定，對所有權之絕對自由均產生質變之影響，物權

法應與此等特別法之適用相輔相成，殆為必然之趨勢。 

八、物權法理之應用 

物權法係財貨歸屬秩序之規範，其歸屬原型係所有權，蓋所有權乃

人類生存最需要之財產權，於財產法領域占有特別重要之地位，故物權

法就是以所有權為中心構成之，此種以所有權為中心建構之物權基礎理

論，可稱為「物權法理論」（簡稱：物權法理）。物權法理於其他財產法

領域具有廣泛應用之可能性，例如：債權讓與之債權歸屬決定基準、不

當得利是否成立（權益歸屬說）、人格權之財產利益（104 台上 1407 判

決參照）、智慧財產權之侵害排除及預防請求權（著 84、專 96 I、120 等

參照）
11
、動物（例如名駒）或其他物品名稱之無形經濟利益保護，甚

至 1997 年京都議定書之溫室氣體碳排放量交易（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

法 18 參照）之相關法律性質（動產類似物說、無形資產說等），對於此

類問題除其本身具有不同要素及法理者外，以物權法理基礎為考量，以

所有權構造為模型，確有可行建構及闡述之空間。 

                                                        
10 蘇永欽，民事財產法在新世紀面臨的挑戰（法令月刊 52：3、20，2001 年）。 
11  金井高志，民法でみる知的財產法（日本評論社，2012 年），將智慧財產權與所有

權類比處理之取向最為顯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