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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法學的進步在於方法的進步，方法的創新是一切進步的動

力。傳統法學係建立在法釋義學之上，旨在整合分析現行法律

規範的解釋適用、判例學說，建構兼具穩定性及開展可能性的

法秩序。多年來法律學者及經濟學家倡導運用法經濟分析及實

證研究，以促進法律的發展進步。本書作者張永健博士早在就

讀臺大法律系期間，即善用此兩種方法發表了多篇論文，備受

肯定。其後留學美國，獲得美國紐約大學法學博士學位。返國

後在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繼續從事物權、土地房屋管制、

法律經濟分析及法學實證研究。 

張永健博士中、英文著作豐碩，質量均佳，兼具廣度及深

度。英文部分有出版於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有刊登於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和Journal of Legal Studies等權

威期刊。中文部分結合經濟分析、實證研究於法釋義學的專

書，已有四本。本書具有四點特色： 

一、基本權利與經濟基礎 

所有權係財產權的核心制度，本書的重要意義在於，對所

有權之為一種基本權利建構了經濟基礎，闡釋財產權價值理念

及功能，為物權的保護與限制、物權法的解釋適用，提供了理

論架構、判斷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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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思維與經濟推理 

我國法經濟分析的著作多偏重於藉此方法認識其所研究的

對象，值得強調的是本書使讀者更進一步學習到了法經濟分析

的方法，培養自己的研究能力，能夠結合法律思維（ legal 
reasoning）及經濟推理（economic reasoning）兩種能力，成為
一個法律經濟人，更深刻瞭解法律規範所涉及自由與效率的問

題，而能在各種職業生涯上有更多的成就。 

三、經濟分析與法院裁判 

我國最高法院在其裁判，為解決重要爭議，在其判決理由

中常提出社會經濟發展、交易安全、利益比較衡平、經濟效

益，有害及經濟之虞等觀點，作為裁判論證的依據，因過於抽

象，常難提供較為明確的內容。本書以經濟分析方法針對實務

上重大爭議問題，例如法定通行權、越界建築、共有物分割、

違章建築的事實上處分權等，建立了較精確、具可操作性的判

斷基準，使經濟推理成為一種法律解釋方法，使法律規範更有

涵攝能力、判決理由更具可論證性，而能裨益於解決爭議，提

供行為準則，實現司法正義。 

四、物權法的學習及教學研究 

國內法律經濟分析的著作，或以個別問題作為研究對象，

或就各領域作綜合性的觀察，本書就物權核心問題作完整、有

體系的闡述。研究物權法的人應以物權法教科書與本書一起研

讀、相互對照，以強化學習的深度，增進運用法釋義學及經濟

分析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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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健博士的著作體現了我國年輕法學者治學的理念、方

法和精神，有開闊的視野、豐富的法學想像力及敏銳的洞察

力，讓我們看到我國法學發展的前景。期待張永健博士能繼續

完成民法的經濟分析與實證研究，精益求精，作為一種典範，

對臺灣法學的進步及比較法的發展，作出更卓越、長遠的貢

獻。 

 

前司法院大法官、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教授 

王澤鑑 
2020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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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近年以來，物權法園地出現一位深耕不斷、成果豐碩、令

人刮目相看的法界新秀。他不但具有宏觀的視野，以美國法的

財產法眼光，考察臺灣物權法的丘陵世界，並且分心關注臺灣

物權法實務的運作，因此，物權案件個案的良窳也逃不出他金

星法眼的追究。他使用白話文將財產（物權）法娓娓道來，在

英美法與大陸法中往返進出，於實務與理論間穿梭來回，悠遊

裕如，編織出與眾不同、嶄然全新、目不暇給的繁華錦繡。每

次參加以他為主講人的法學研討會，只見他侃侃而談、從容自

信，謙虛中流露出自己的堅持。在我心目中，大將之風已蔚然

成形。他就是本書的作者永健君，人如其名，永遠健碩，自強

而不息。 

法是文化現象的一部分，所以，很難脫離一般的文化來論

述。物權主要是以不動產為對象，更是和一國民族的生活方

式、起居習慣、文化傳統等密切攸關，因此，有人說物權法是

故鄉的法，此中韻味遺跡在所有權及用益物權領域，至今仍然

聞得到，嗅得出。英美法根植於他們土地、生活所孕育的財產

觀念，淵遠流長，和大陸法物權所產生的背景有異，與華人地

域情況，當然又是一番不同景象。而永健君努力跨越鴻溝，在

這無趣特硬的一塊，挖掘播種，接枝插花，卻已生意盎然。這

就足以證明他法學功力的深厚，未來研究成果的必是燦然可

觀。於是，在臺灣泥土上開闢新氣象，不但有「大教堂一景」

的光影藝術，也會有「大寺廟一景」的剪黏雕飾，個人對他這

份寄望尤為深切。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543



 

 

永健君對法律經濟分析素有專精，物權法定主義及不動產

相鄰關係議題正是法律經濟分析最佳研究素材，他洞燭先機，

慧眼獨到，選定上開議題作為論述的對象，自然得心應手，成

果斐然。當然，將研究心血結晶融入法律體系，成為市民日常

生活的柴米油鹽醬醋茶，絕非康莊大道，而是必須將專業智慧

植基於斯土，堅忍恆毅，奮力向前行，有時孤寂，有時擁擠喧

囂，卻需豎耳傾聽，分離過濾的崎嶇路徑。先以物權法定主義

為例，永健君不但注意到臺灣特有的違章建築物財產關係地

位，同時，認為：物權類型法定之外，加入習慣法作為創設物

權類型的方式（物權法定加習慣主義），不像比較激進的物權

自由主義那般，必然會創造超過最適量的物權類型。是故，臺

灣民法第757條之修法，應予正面肯定。物權法定加習慣主義
可能是當下最堪稱理想的制度安排。接著指出：以習慣創設新

物權類型，除須符合習慣之要件，及臺灣民法第757條修法理
由揭示之三項要件外，亦須考量所增加之社會利益。此與有學

者呼籲習慣法形成的物權，必須社會上確有其實益及需要，遙

相呼應。在接受英美法徹底洗禮以後，他依舊能腳踏臺灣土

地，以敏銳的洞察力，提出非常務實的觀點，自然值得為他按

「讚」。其次，另以我國民法的相鄰關係性質為例，各說併

陳，當採取法定不動產役權的見解時，對於是否和我國民法在

以法定物權處理的情形，必然見諸明文（民法第445、612、
824-1Ⅳ、838-1、876條等參照）的體例未盡符合？實務有權
解釋認為相鄰關係與不動產役權不同，是否可採何以未置一

詞？如果能夠略作闡釋，必更能聚百川為洪流，終成一家之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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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法雖然被稱為故鄉的法，但是其中擔保物權法的動產

（包括債權、無體財產權及其他具有讓與性的動產性財產權）

擔保法，在近年國際間法統一的努力行動中，確有顯著的效

果。歐洲開發銀行（The 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於1994年公布之歐洲銀行擔保交易模範法典
（Model Law on Secured Transactions）；加拿大魁北克省於同
年修訂施行的民法（Civil Code of Quebec），其第六編優先權
及擔保物權之設計； 2 0 0 2年 8月，美國國家組織（T h 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為美洲拉丁國家通過之美洲
擔保交易模範法典（Model Inter-American Law on Secured 
Transactions）；日本於2005年修定的「有關動產及債權讓與之
對抗要件關於民法特例之法律」，將動產或債權之讓與增加登

記的公示方法；聯合國2007年、2010年先後完成的「擔保交易
法之立法指南」（Legislative guide on secured transactions）及
智慧財產權補編（Legislative guide on secured transactions 
supplement on security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以及韓國2012
年施行的關於動產與債權等擔保法，都可看到美國統一商法典

第九編動產擔保交易範例的身影，該法以動產單一擔保物權制

度在國際間獨領風騷，舉世著稱。我國的動產擔保交易法是仿

照美國統一商法典第九編動產擔保交易立法前的法制，於1963
年所制訂，如今不但不動如山，而且國內對於美國統一商法典

第九編動產擔保交易的研究依然是一片荒漠。永健君既對於美

國財產法及我國物權法素養深厚，法學經濟分析又有專精，若

能更致力於美國統一商法典第九編動產擔保交易的形成、擔保

架構及實務運作等徹底細緻的闡述，進而，總結地為動產擔保

物權法制描繪一副理想藍圖，不但能為臺灣的物權法增添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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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的彩虹，而且對有感經濟的推進，必然是注入動力無限的

大補丸。 

從看到永健君在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27期第105頁發表
「論動產所有權善意取得之若干問題」起，他的大作只要蒐集

到，必定閱讀，並且在拙著再版時加以引述，或在上課時，提

供同學參考，因此，個人縱使不是他的粉絲，也是他研究成果

的受益人之一。現在他又有一本新著行將出版，要個人寫些序

言，而且特別吩咐內容不拘，實在是一件難得的榮幸和樂事。

拜讀他的大作，先睹為快之後，興奮與寄望之情，兩者同時油

然而生，所以，不免多言贅語，但是殷殷期待於賢者的企圖，

確是非常明顯。由衷的相信，以他的才華和努力，行將成為物

權法園地的芝蘭玉樹，必可預卜。 

 

前司法院大法官暨副院長、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謝在全 
2014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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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永健這本書是五年前「物權法之經濟分析──所有權」的

新版，當時我寫了推薦序，不是從聞道在先，而是從早讀者的

角度負責任的表達推薦之意。五年都過了，用流行的說法此書

已經圈粉無數，我當然不好意思因為永健客氣而讓過時的先睹

之快繼續攤在書上。另一方面，真正的書評，也先後有大陸的

鄧峰等六位專家和台灣的簡資修老師，發皇宏旨乃至揀精剔

肥，最近又有北京大學的新銳賀劍在中研院法學期刊從基礎理

論到個別議題做了完整的評論，外加永健綜合各家質疑的答

覆，實可謂漪歟盛哉。有這樣的肯定和迴響，還要什麼推薦？ 

容許我就濫用寫序邀約，對經濟分析和法教義學的關連

性，再囉唆幾句。永健在導論中，針對「經濟分析與大陸法給

人格格不入之感」，特別強調所有經濟分析其實都暗藏了一定

的法制條件，對這樣高明的洞見，好像只能用英文讚曰：我不

能更同意了。但如果以為這樣就可排除「不入」的偏見，又好

像過度樂觀了。永健提到的法制條件，如普通法、聯邦制、陪

審團、民事訴訟高和解率、信託等，雖也和法系密切相關，但

有意無意的與「法律思維」（legal thinking）保持距離，這卻

是著名比較法教科書Zweigert/Kötz用以區隔法系最主要的參

數。在我看來，不同法律思維發展出案例法和法教義學，對於

經濟分析的影響，恐怕不會下於前述的各種制度。因此真要排

除偏見，必須點得更破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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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比較大陸法的法教義學和美國的案例法這兩種法律思

維，其實竟隔了兩層。按Atiyah/Summers分析英國和美國的案

例法，前者偏向形式──指案例法的教義思維，後者則在上世

紀已形成了唯實主義的傳統。另一方面大陸法系以德國為代表

的法教義學，則是聚焦法條，而和英美法官學者盯住案例南轅

北轍，因此儘管大家都有很多法條，也同樣閱讀大量案例，重

點卻從來不在法源，而在「法源結構」。法教義學因為到處都

是「套路」（借用戴昕的話），經濟分析的創新先天上就有高

度破壞性，所以連在英國法都難以下錨，更不要說大陸法了。

比如討論到動產加工，要解釋加工人對加工物原所有人的償金

義務，就會牽拖這裡的支付償金義務在不當得利法中的定位問

題──真正不當得利還是非真正不當得利，乃至統一說還是非

統一說。這就使得沒有那麼多條文間的條條框框的英美法，可

能只要就有關加工案例法發展出來的償金計算原則去做經濟分

析就好，到了法教義學的文化圈──德國的教義學思維和「法

式大陸法」、「義式大陸法」終究只有程度之別──，經濟分

析便常常是提高了一個規則的合理性，卻製造相關規則更高的

混亂，被吐嘈「找碴」就難免了。 

換言之，法教義學本身就有成本效益問題，如果要作路徑

依賴和自我鎖定的分析，肯定比Alec Stone Sweet對案例法的分

析精彩得多。這也是為什麼法經濟學者可以在美國攻城掠地，

到了歐陸國家卻始終只是小菜一碟（如Schäfer/Ott）的道理，

法教義學的浸潤愈久遠，對社科病毒的抗體愈強悍。台灣這樣

直接移植德國法教義學而不惑的法學，對於從美國跨海而來的

經濟分析理論雖不敢嗤之以鼻，但也就止於敬之以唇。反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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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大陸這樣生猛的新興法學，還處於葷素不忌的階段，在教義

的形成上就很能吸收經濟分析乃至其他社會科學的養分，如果

整個法學社群能繼續以這樣的態度搭建教義學，我們將有機會

看到大陸法系教義學的一個全新典範。這也可以說明，為什麼

永健這本書在大陸反而可以找到這麼多深度的對話者。我最近

一直在想，大陸能不能成功建立社會科學支撐的法教義學，也

許永健這本書的銷量就可以是章魚哥。 

特別是在新民法典問世之際，我大概是兩岸最窮著急的讀

者，如果同意我的另一個看法，大陸法系的法教義學和立法學

必須是交心的好鄰居，法典學又是從立法學分出的支流，因此

當看到這部民法典不但沒有為新世紀民法教義學開疆闢土的意

思，還拼命的扯後腿，應該會和我一樣長吁短嘆。經濟分析如

果能有機會服務立法學，那會比事後服務法教義學要事半功

倍。在我看來，民法典到了今天有而且唯有一個功能，就是維

繫整個民事法的體系性，乃至某種程度延伸到其他法域起到引

導作用，而法典好壞的判斷，也就在其體系效益，包括找法、

儲法、立法和傳法的綜效，經濟分析應該可以告訴我們，為什

麼概念精準、規則邏輯，排除公共政策而和特別民法區隔的民

法典可以創造最大的體系效益。 

和法經濟分析、立法學比肩前行的還有法律的事實研究 

──德國法學的分科就逕以法事實研究（Rechtstatsachenfors-
chung）為名，於此我同樣只是遠庖廚的食客，不能和永健那

樣有證照的廚師相提並論（請參閱他2019年出版的「法實證研

究──原理、方法與應用」），但我深信法教義學的新典範不

能缺此一味，經濟分析到了一定階段，就需要事實研究的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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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以本書探討的物權法定或意定爭議為例，作為物權自由的

信仰者，我始終覺得Merrill/Smith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只做了一
半，其實意定的債權交易因為普遍相近的需求或商業操作也可

能在市場上造成巨大估量和核實成本，如金融業的衍生性商品

幾乎都是債權性質，大陸法系以民法典整理的有名合同（效力

是opt-out）和交易者自主提供的定型化契約（效力是opt-
in），都可創造高於交易成本的模版效益，沒有人認為非使債
權種類和內容全部或局部法定不可。為什麼物權就不能善用這

些工具而走向自由化？在台灣的物權編偷渡了第826條之1，而
實質上已使物權種類和內容大幅開放自主形成後，有沒有帶動

交易改變，以及改變是好是壞，便是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 

我記得在2016年快要離開司法院的時候，即曾請學生   
謝長江跑了台北市六個地政事務所，看看開放不動產分管契約

登記以後，有沒有因為大量奇怪的分管契約而造成邊際交易成

本遞升，或這些突破物權內容乃至種類限制、同樣有物權效力

的分管契約真的可以有效回應不動產的某些交易需要，結果只

找到27筆註記，和永健在2010年從內政部找到的全台灣共24筆
（參見本書第9章）相比，雖然明顯較多，但真正有創新性的
只有一兩筆，既沒有很多人擔心的氾濫成災，也看不出來開發

了什麼不得了的新型交易。多少有點失望，但我猜想世紀之久

的物權法定原則是「習之中人甚矣哉」（劉蓉，習慣說），開

放創設可能還需要一點時間。但至少還沒有事實顯示，完整的

契約自由對人民交易或國家治理是什麼洪水猛獸，21世紀的民
法典好像真的沒有理由讓自始未能平衡發展的債物兩條腿繼續

這樣走下去。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543



 

 

寫到這裡，我已經不是在代言，更像是銷售近年縈繞心頭

的大民法典和社科法學構想，但有何不可？就算是對永健和他

這一代兩岸法學菁英的期待吧。 

 

前司法院大法官暨副院長、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蘇永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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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

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

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

也？」～～《孟子》〈梁惠王上〉 

本書前身《物權法之經濟分析：所有權》在2014年1月完

成第一稿，到2020年已經過了六個年頭。過去幾年，筆者又寫

了將近50篇民法論文，也花了大量心血蒐集世界156個法域的

物權法，建立資料庫，因此對物權法內容有更深刻的認識。但

本書主要探討的是經濟分析作為研究方法，並以一些物權法的

條文舉例。如果方法沒有革命、條文沒有變化，為何要大幅改

寫這本書？ 

改版的契機，是北京大學出版社於2019年出版《物權法之

經濟分析：所有權》的簡體修訂版。迴響出乎意料地熱烈。先

是簡體版出版一個月後，在北京大學法學院，由凌斌教授組

織，常鵬翱、張双根、朱岩、陳若英、戴昕、賀劍、彭錞、 

黃思怡等教授參與的新書沙龍1中，收到了非常多寶貴意見。

然後，有七位中、青年學者，為簡體修訂版寫了（往往很長

的）書評。鄧峰教授寫的〈評《物權法之經濟分析：所有

權》〉，發在網路上，參見 https://www.civillaw.com.cn/bo/ 

                                                   
1  現場全程錄影，可以在北大灋寶學堂觀看：http://edu.pkulaw.cn/course/ 

detail/22a540b9938848c8bbda54d656f9e66e?tab=detail。在場學者提出的
質疑、建議，本書一一回應、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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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d=35754。五篇書評則登在2020年出版的《法律書評》第13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李晟教授編）：戴昕〈好摘的桃子、難

啃的骨頭──評張永健著《物權法之經濟分析：所有權》〉；

艾佳慧〈民事財產法的經濟釋義──《物權法之經濟分析》的

解讀與反思〉；胡偉強〈《物權法之經濟分析：所有權》書

評：當法律經濟學遇到物權法〉；吳義龍〈信息成本作為約束

條件在物權法中的應用──評《物權法之經濟分析：所有

權》〉；由然〈不只是物權法的經濟分析──評《物權法之經

濟分析：所有權》〉。我在《法律書評》第13輯寫了〈法經濟

分析──基本立場與教義應用〉，進一步說明法經濟分析的重

要性；並寫了〈負負得正──對《物權法之經濟分析：所有

權》書評之回應〉回應六篇書評。而賀劍的書評，〈物權法經

濟分析的方法論之路──評張永健《物權法之經濟分析》及相

關論文〉，中研院法學期刊，27期，頁231-292（2020年）對

經濟分析方法與法釋義學的結合方式，有特別猛烈的批判。我

因此撰寫了〈經濟人的法經濟學vs.法律人的法經濟分析──答

賀劍教授等師友之書評〉，中研院法學期刊，27期，頁293-
344（2020年）。直白地說，賀劍與其他評論者的一些質疑，

確實有道理。物權法的經濟分析，當然還是站得住腳。但要站

得更穩，就必須修改立論，因此有這本書。 

這本書定名為《法經濟分析：方法論與物權法應用》，可

以看成《物權法之經濟分析：所有權》的二版，也可以看成是

浴火重生的著作。這本書不是改改錯字而已，而是實質調整立

論。此版的第一章、第三章都有很大篇幅的修改與增寫。第二

章是全新內容。第一版的第三章，其實嚴格說來並非物權法的

經濟分析，而是物權的概念分析──筆者最近有多篇已發表或

進行中的論文，在剖析此問題。日後相關論文改寫成書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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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的第三章會以新面貌與讀者見面。本書的前三章加起來就

有12萬字，而且對所有部門法都有方法論的借鑑意義，因此筆

者才興起將本書改名為《法經濟分析：方法論……》的念頭。 

本書副標題的後半「物權法應用」，是因為第四章到第十

章以及附錄都是圍繞著具體物權法議題展開的論述。這些章節

也因為書評的指正和筆者的新想法，而有幅度大小不等的修

改。過去幾年中，好些讀者告訴我，他們原本覺得物權法規定

很僵硬，不是離生活很遙遠（典權），就是缺乏實際案例（無

主物先占）；讀了本書的前身，才驚覺物權法的世界如此遼

闊。不誇張地說，物權法領域中至少還有上百個可以使用經濟

分析觀點提出新見解的議題。找尋論文題目的碩、博士生，為

課堂報告煩惱的大學生，千萬別忽略了物權法。而如本書和筆

者其他論著中反覆指出，學好物權法是正確理解智慧財產權

法、信託法的前提；不懂物權法，也難以在公法領域的土地

法、都市計畫、憲法財產權中提出深刻洞見。契約的交易標的

許多是物權，侵權人侵害的權利不是人格權就是物權。從我這

個物權法學者來看，物權法簡直是法律問題的中心啊。果如孟

子所言，民無恆產，則無恆心，那物權法真是太重要了！ 

修訂本書過程中，張譯文教授與黃松茂教授兩位民法學界

的新秀，常被我用民法問題騷擾。蘇永欽教授指教第一章使用

的基礎概念名詞。李治安教授、陳舜伶教授回答我許多著作權

疑問。簡資修老師每篇文章都不忘批評我的見解，刺激我進

步。本書也討論2020年通過的《中國民法典》；為了瞭解其制

定過程中的各種有趣的法律解釋問題，筆者多次向薛軍教授、

石佳友教授、朱虎教授、龍俊教授、汪洋教授請益，在此感

謝。第二章、第三章初稿在2020年4月在新竹清華科法所報

告，感謝陳仲嶙所長邀請。第二章初稿於2020年11月在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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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法學院舉辦的遠距演講會中報告，感謝戴昕教授邀請。修 

訂第二章、第三章的過程中，多次和劉庄教授、戴昕教授、 

蔣侃學博士候選人、黃種甲博士生、朱明希博士生研討，收穫

非常大。修訂第四章的過程中，蔣侃學博士候選人、陳冠廷與

我共同腦力激盪。幾位學、碩、博士（生）陳冠廷、吳振寧、

鍾詔安、朱一宸、韓馨儀、林俊儒、歐苡均，通讀全稿批判本

書的論點，並提供非常有價值的研究協助。賴建樺律師的書比

我的書更為暢銷，但紆尊降貴與我討論，十分感謝。也謝謝利

用各種管道聯絡我的讀者，給我有益的反餽意見。 

感謝內政部地政司建置資料庫、提供數據，使本文立論更

能立基於現實。 
感謝Lawsnote抓取過去數年的相關判決，使筆者能迅速精

準地找到本書應該納入討論的實務見解。 

感謝元照出版公司為法學出版的貢獻、支持本書修訂及編

輯團隊辛苦校訂排版。 

九歲時的小兒，在繪畫班上，參考國外旅遊畫家、繪畫老

師Erin Hill在南法普羅旺斯繪製的作品（https://erinhillmyblog. 
wordpress.com/sketching-classes-france/），加上自己的想像與創

意，畫成封面所用的畫作。 

 
 

張永健 
2020年9月9日 

COVID-19仍肆虐全球，但臺灣已解封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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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自序 

筆者成為物權法學者，是許多意外與不意外的組合。筆者

在美國的指導老師Vicki Been教授是同時鑽研土地房屋管制與

物權法的學者，由徵收補償研究到物權法研究，看似曲折、實

則曲徑通幽。筆者在臺灣的指導老師葉俊榮教授，除了是知名

公法學者，也教了許多次英美侵權法課程。物權法除了涉及私

人自願交易，也脫離不了國家大量的土地、房屋管制。公法與

私法匯流於物權法。 

在臺大碩士班念公法組，但我大學時花最多功夫的是民事

財產法，感謝教過我民事財產法各種課程的王澤鑑教授、黃茂榮

教授、劉宗榮教授、詹森林教授、陳聰富教授、蔡明誠教授、

王文宇教授、簡資修教授，啟發我的興趣、幫我開財產法的天

眼，並且耐心地回答我課前課後的奇怪問題。也謝謝其他學術

界與實務界的前輩，他們的著作或判決中包含的豐富世界，是

我人生轉了一圈又回到初戀的重要關鍵。 

感謝王澤鑑教授賜序。吾生也晚，我大學四年，只在最後

一年遇上王老師開一門民法實例研習的課，因而親炙了大師風

采。我熟讀了王老師每一本書，從大一開始每一門民法課又都

要反覆聽到王老師的名字。年幼的我想像中的大師應該是「望

之儼然」較多，但上了王老師的課才感受到「即之也溫」是更

貼切的描述。王老師在課堂上強調個體經濟學的重要，謙稱以

他當時的年紀，瞭解剪刀圖不那麼容易。受到民法大師的號

召，我才更堅定地進入法經濟學的世界，也才有今天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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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師當時擔任司法院大法官，對於我在報端對大法官解釋之

批評，不但不以為杵，還在課堂上公開表示大法官有接收到我

的指正。我那時寫了一篇關於Hadley v. Baxendale與給付不能

之任意規定的經濟分析，準備參加臺大法學基金會的徵文比

賽，王老師在課後還耐心地聽我絮叨不成熟的見解，並提出修

正建議（而後該文僥倖獲獎）。王老師的大度能容與獎掖後

進，讓我每次讀他的書，都覺得無比溫暖。 

感謝謝在全教授賜序。在初次讀謝老師物權法大作後15
年，我才無意間得知，我們是遠房姻親（因而獲得物權法研究

的優良基因？！）。2001年時，連初出茅廬都還稱不上的我，

在臺灣本土法學雜誌發表了我第一篇物權法論文。二年後，我

在謝老師第二版的物權法教科書中，赫然發現拙文的第一次引

用。謝老師的鉅著被稱為物權法學界、實務人士案頭必備寶

典，被引用讓我有被收錄到金氏世界紀錄的興奮感。回國服務

之後，我才認識謝老師本人。謝老師細心閱讀我的許多論文，

往往有猛烈批評，但深責中帶著期許，希望這本書是符合他的

嚴謹標準。 

感謝蘇永欽教授賜序。第一次見到蘇老師，是在中研院法

律所的前身社科所法律組舉辦的法與經濟分析研討會。我從高

中立志作學者以來，直到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從來沒有想過到

中央研究院任職。2009年夏天到中研院面試前，我只去過中研

院兩次──都是為了簡資修老師主辦的法與經濟分析研討會。

我依稀記得我大膽地在Q&A時間，對蘇老師的論點提出反對

意見。中午吃飯時，來參加會議的毛頭學生，都縮在角落進

食。蘇老師走過來，向我自我介紹（！），並稱讚我問的問題

很好，希望我能對他的論點多提意見。蘇老師對我的鼓勵從此

開始，但我和他的對立觀點，也一直持續。這充分顯示了蘇老師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543



 

 

對晚輩的寬容大度。2009年我剛回國，滿腦子還是徵收補償問

題（博士論文主題）。同樣精研公法的蘇老師，卻給我一篇他

的物權法文章，請我指教，並希望我能寫一點相關的文章。我

讀了蘇老師的精彩文章，但仍然滿腹的不同意，結果我回國第

一篇論文是幾萬字的物權法文章。我戒慎恐懼地把文章傳給

蘇老師，卻很快就收到他熱烈的迴響，並邀請我到他在南京主

辦的研討會發表。我心想：容忍後進的不同意見，或許有些修

養就好；花研究經費請持不同意見者到處說自己壞話，真是相

當罕見！本書的讀者應該會發現，我其後的研究依然奠基在與

蘇老師的意見相左。如同蘇老師在序言中所言，本書處理的問

題，他都處理過了；如同牛頓所說：我能夠看得更遠，是因為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本書是由筆者多篇期刊論文「大幅改寫」、「調整論述結

構」並「增加內容」而成，希望讓讀者有閱讀一本專書（而非

論文集）的感受。詳言之：本書第2章的主要內容分三期於

2014年刊登：〈物權法之經濟分析導論：共用、共決、半共

用〉，《月旦法學雜誌》，第232期，頁223-233；〈物權法之

經濟分析導論：效率〉，《月旦法學雜誌》，第231期，頁

194-205；〈物權法之經濟分析導論：事前觀點與交易成

本〉，《月旦法學雜誌》，第230期，頁248-260。亦有部分取

材自張永健（2005），〈動產「加工」與「毀損」之法律經濟

分析〉，《法令月刊》，第56卷第8期，頁12-39；張永健

（2015），〈張五常《經濟解釋》對法經濟學方法論之啟

示〉，《交大法學》，第13期。本書第3章主要取材自張永健

（2014），〈物權的本質〉，《南京大學法律評論》，春季

號，頁185-200；張永健（2011），〈民法第826-1條分管權之

法律經濟分析──財產權與準財產權之析辨〉，《臺大法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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叢》，第40卷第3期，頁1255-1302；張永健（2015），〈張五

常《經濟解釋》對法經濟學方法論之啟示〉，《交大法學》，

第13期。第4章內容來自張永健（2010），〈物權「自治」主

義的美麗新世界？──民法第757條之立法論與解釋論〉，

《交大科法評論》，第 7卷第 1期，頁 119-168；張永健

（2014），〈再訪物權自由與法定之爭議〉，《交大法學》，

第2期，頁119-135。第5章改寫自張永健（2011），〈物權法

中之習慣：資訊成本理論之觀點〉，《月旦法學雜誌》，第

188期，頁81-92。第6章改寫自張永健（2012），〈法定通行

權之經濟分析〉，《臺大法學論叢》，第41卷特刊，頁1321-
1372。第7章取材自張永健（2014），〈越界建築訴訟之實證

研究〉，《中研院法學期刊》，第14期，頁319-373；張永健

（2013），〈越界建築之經濟分析〉，《中研院法學期刊》，

第12期，頁153-201。第8章改寫自張永健（2012），〈附合與

混合之經濟分析〉，《月旦民商法雜誌》，第36期，頁74-
97。第9章改寫自張永健（2011），〈民法第826-1條分管權之

法律經濟分析──財產權與準財產權之析辨〉，《臺大法學論

叢》，第40卷第3期，頁1255-1302。第10章取材自張永健

（2015），〈違章建築事實上處分權之理論建構〉，《臺北大

學法學論叢》；本書附錄改寫自張永健（2013），〈芝大法律

經濟學與中國物權法：方法論的展現與辨正〉，《法律與社會

科學》，第12卷，頁1-18。 

感謝前述期刊之匿名審查人、研討會之主辦人、主持人、

報告人、評論人、其他曾經評論論文初稿的學界先進，包括但

不限於干學平教授、方錫洀律師、王文宇教授、王文杰教授、

王寧教授、王鵬翔教授、白江教授、朱敬一教授、江肇欽律

師、艾佳慧教授、吳一鳴教授、吳宗謀教授、吳英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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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啟賓理事長、吳從周教授、李念祖律師、周俊智律師、

林子儀教授、林洲富法官、林秋綿教授、林郁馨教授、林喜芬

教授、邱文聰教授、侯猛教授、孫森焱大法官、高富平教授、

高薇教授、張巍教授、許可教授、許政賢教授、許家馨教授、

陳立夫教授、陳志雄律師、陳忠五教授、陳冠華律師、陳若英

教授、陳榮傳教授、陳銳教授、陳聰富教授、陳瀅竹律師、

彭誠信教授、渠濤教授、稅兵教授、黃虹霞律師、黃國昌

教授、黃韜教授、黃詩淳教授、詹森林教授、劉孔中教授、

蔡昌憲教授、蔡明誠教授、鄧峰教授、鄭凱鴻律師、龍衛球

教授、薛兆丰研究員、謝在全大法官、謝哲勝教授、謝煜偉

教授、簡資修教授、魏大喨法官、蘇永欽教授、蘇彥圖

教授（以上按姓名筆畫排列）。 

本書第一稿完成於2014年1月間，先央請三位物權法的大

家賜序，並依照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期刊審查專書

書稿」之規定，提交臺灣首屈一指的經濟學期刊「經濟論文叢

刊」（臺灣大學經濟系出版）審查。之後並依照推薦序中的期

許，與期刊三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以及新讀之文獻，持續修

改。2014年11月完成第二稿後送排。 

本書無法論述全部與所有權相關之議題；不過，有部分議

題，筆者已用英文下筆發表，且未有機會在中文論述中完整論

及相關論點。以下簡述其內容主題，有興趣者可以參酌：一、

Yun-chien Chang and Lee Anne Fennell. 2014. Partition and 
Revel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81: 27-51. 本文設

計一套各國均能輕易實施的新型共有分割方式，不但可以減少

共有人的策略行為，而且可以運用共有人自願揭露的真實保留

價格，更適切地分配共有財產。二、Yun-chien Chang. 2012. 
Tenancy in “Anticommons”?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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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o-ownership. Journal of Legal Analysis 4: 515-553. 
本文運用法經濟分析與臺灣之數據資料，說明Columbia Law 
School講座教授Michael Heller之理論（土地共有容易導致土地

細分並製造難以克服的交易成本）在理論上有值得商榷之處，

也無法在臺灣的數據資料中獲得支持。三、Yun-chien Chang 
and Henry Smith. 2012.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Civil versus 
Common Law Property. Notre Dame Law Review 88: 1-55. 本文

討論大陸法系物權法與普通法系物權法在風格與架構上之異

同，並以路徑相依與網路效果理論解釋兩者在風格上之差異。

四、Yun-chien Chang and Henry Smith. 2015 forthcoming. 
Structure and Style in Comparative Property Law. In Comparative 
Law and Economics, edited by Giovanni Battista Ramello and 
Theodore Eisenberg.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本文接續

前文之論述軸線，並深入探究抵押關係的本質是債、物還是兩

者皆非。五、Yun-chien Chang. 2012. Property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 Economic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Brigham-Kanner Property Rights Conference Journal 1: 345-372. 
本文以經濟分析理論詳細分析中國物權法之部分內容迥異於他

國民法物權編規定之原因。六、Yun-chien Chang. 2015. An 
Economic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pecificatio (the 
Accession Doctrine). European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forthcoming. 本文從比較法角度剖析各國民法略有不同的加工

原則，何種最有效率。此文可與本書關於附合與混合之論述一

同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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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年多來的幾位助理陳憶馨、陳瀅竹、王玠涵、陳榕、

陳致睿、鄭育翔、曾鈺珺、黃柏仁、易先勇、蔣愷學、王天心、

李孟穎、楊哲豪協助研究本書相關議題，使本書內容更為豐

富，並將錯誤減到最少。非常感謝勞苦功高的同學們！ 

 

張永健 
2014年11月於紐約旅次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543



 

 

簡 目 

第一章 導論：法經濟分析──正解與誤解 ............................  1 

第二章 幫法釋義學「填補漏洞」：事前觀點與行為理論 ..  41 

第三章 效率：經濟分析的核心概念 ........................................  87 

第四章 物權類型：法定或自由創設？ ....................................  191 

第五章 物權習慣 ..........................................................................  257 

第六章 法定通行權 ......................................................................  281 

第七章 越界建築 ..........................................................................  323 

第八章 附合與混合 ......................................................................  369 

第九章 共有物分管 ......................................................................  403 

第十章 事實上處分權 .................................................................  419 

附 錄 法經濟分析對《中國民法典》之研究有用嗎？ ......  467 

參考文獻 ...........................................................................................  485 

中文索引 ...........................................................................................  539 

法條與判決索引 ..............................................................................  551 

英文索引 ...........................................................................................  559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543



 

第一章 

導論：法經濟分析 
──正解與誤解 

本書的前身《物權法之經濟分析》是中文世界中第一本物權

法經濟分析的專論，以經濟學理論研究物權法議題。本書改版升

級，擴充法經濟分析方法論的綜述，延伸到其他民商法領域，同

時又深化了物權法問題的思考。 
扼要並批判地綜述社會科學的行為理論與經濟分析的核心概

念——效率——後，本書以一以貫之的成本效益分析，具體剖析

物權法的數個議題。《物權法之經濟分析》以所有權為範疇，分

析所有權之限制（袋地通行、越界建築），所有權之變體（事實

上處分權），所有權之分散與監管（共有物分管），所有權之消

滅 或 擴 張 （ 附 合 與 混 合 ） ， 所 有 權 內 容 形 塑 之 例 外 （ 物 權 習

慣）。物權法定主義之效率性是海峽兩岸的熱門爭議，本書對既

有論述提出系統性的反省。為回應對經濟分析的法學用處之可能

誤解，附錄舉例說明其對中國物權法研究的貢獻。 
這本書脫胎於《物權法之經濟分析》，但更名為《法經濟分

析：方法論與物權法應用》。更名的原因是，第一章和第三章都

大幅增加了對何謂法經濟分析方法的論述，而全新的第二章則從

事前觀點與行為理論兩個相關的角度，論述法經濟分析的優勢和

法釋義學的不足。對於任何部門法的學子，若想瞭解什麼是經濟

分析，前三章都是很好的入門讀物。本書第四章之後，與前身

《物權法之經濟分析》相同，是對個別物權法主題的深入經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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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經濟分析：方法論與物權法應用 

 

析。物權法的學子，或鑽研其他問題但想理解如何具體應用經濟

分析的學子，當然歡迎全書通讀。 

壹、關鍵名詞界定 

筆者近年來受到霍菲爾德（Wesley Hohfeld）的分析法理學

概念體系非常深遠的影響1。霍菲爾德的分析法理學概念體系就是

終極的法釋義學：以四組八個概念，描述了所有的私法關係。在

一個霍菲爾德式法律關係中，一方有廣義權利（ablement），另

一方有廣義義務（disablement）。廣義權利包括四種類型：claim
（請求權）、privilege（自由）、power（權力）、immunity（豁

免）。相對應的廣義義務包括四種類型：duty（義務）、no-right
（無請求權）、liability（負擔）、disability（無能力），如表1-1
所示。無論是作傳統的法釋義學，或者經濟分析式的法釋義學，

都必須要使用清楚的概念，才能傳達思想。原本《物權法之經濟

分析》的第三章，並未收入本書，但會在依據霍菲爾德思想改寫

後，在日後的書中浴火重生。 

 
 
 
 
 

                                                        
1  參見張永健，物權的關係本質──基於德國民法概念體系的檢討，中外

法學，2020卷3期，頁720-742（2020年）； 張永健、吳從周，逝者的

公寓大廈──靈骨塔的契約與物權安排問題，臺大法學論叢，48卷4
期，頁1976-1982（2019年）；張永健，農村耕地的產權結構──成員

權、三權分置的反思，南大法學，1期，頁81-100（2020年）。中文的

專論，參見王涌，私權的分析與建構──民法的分析法學基礎（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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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霍菲爾德的四類相伴的法律關係 

  第一組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一方 ablements 

廣義權利 
claim 
請求權 

privilege 
自由 

power 
權力 

immunity 
豁免 

另一方 disablements
廣義義務  

duty 
義務 

no-right 
無請求權 

liability 
負擔 

disability 
無能力 

一、物上關係、物權 

本次改版完整反映了筆者對物上關係本質的新想法：物權是

所有權和定限物權的總稱——這和通說、法典用語並無不同。但

一物權人（例如所有權人）對「物上關係」中另一物權人（例如

地上權人）的廣義權利，會稱為「物上廣義權利」，不會簡稱為

物權。 
物上關係是以物為「中介」2（mediated by things）的法律關

係。有體物和無體物的形貌有很大不同，導致其公示方式、移轉

方式等會有很大差異。本書依循《德國民法典》第90條與臺灣不

少學者的看法，將物限定為有體物（corporeal thing）。不是以有

體物為中介的法律關係，例如著作權人與被授權人的關係、專利

權人和被授權人的關係、信託受益人與信託受託人的關係、權利

質，就不會是物上關係。 

二、對世財產權（財益權） 

必須有一個名詞，可以統稱物權、智慧財產權、信託受益

權、質權。「財產權」會包含過廣，因為《民法》第345條、《憲

                                                        
2  傳統學說在此使用「客體」一詞。本書將使用「中介」 一詞，並使用

於契約、侵權賠償、不當得利等法律關係。傳統學說認為侵權賠償、不

當得利等法律關係中，沒有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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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15條的「財產權」，都會包含契約所生的請求權3。換言

之，財產權，至少在既有的法條用法中，並非總是對世。本書前

身以財產權作為概括名詞，但本書決定尊重既有的法條用語。

「產權」也是文獻中常出現的名詞，但與「財產權」很像，也已

在經濟學文獻中被使用。「對世權」也不恰當，因為人格權也是

對世權，而且許多性質與物權、智慧財產權、信託受益權、質權

                                                        
3  不過，《民法》第772條、第831條的「財產權」，主要是指涉（甚至可

能只能指涉）定限物權，頂多包括定限財益權，而不包括所謂債權。參

見陳榮傳，公同共有債權的權利行使──最高法院決議的評析與建議，

台灣本土法學雜誌，400期，頁84-85（2020年）。關於第831條是否指

涉「準公同共有債權」，是學說、實務聚訟盈庭、爭論不休的話題。參

見例如游進發，準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以最高法院一○

二年度台上字第一三○七號裁判為出發點，裁判時報，34期，頁15-23
（2015年）；游進發，再論準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以最高法院一○

四年度第三次民事會議決議為反思對象，月旦法學雜誌，246期，頁

186-195（2015年）；吳從周，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評「最高法

院」2015年度第三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中德私法研究，14期，頁161-
193（2016年）；吳從周，民事訴訟法第56條之1強制固有必要共同訴訟

與民法第828條修正前後之互動──實體法與程序法對應適用之研究，

收於：楊淑文、姜世明、許政賢編，跨世紀兩岸民事程序法學之新視

野，頁497-546（2012年）；林誠二，準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最高

法院一○四年度台上字第二一八四號民事判決評釋，裁判時報，45期，

頁9-16（2016年）；陳瑋佑，論繼承債權之訴訟上請求──兼評最高法

院第一○四年第三次民庭決議之固有必要共同訴訟肯定說，月旦法學

雜誌，254期，頁38-61（2016年）；謝在全，民法物權論（上），7
版，頁462-463（2020年）；呂太郎，公同共有或債務人單獨訴訟之可

能性──分析幾個最高法院裁判，收於：司法院謝前副院長在全七秩祝

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物權與民法新思維，司法院謝副院長在全七秩

祝壽文集，頁129-142（2014年）；呂太郎，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

給付之當事人適格──評最高法院104年度第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裁判

時報，49期，頁13-21（2016年）；王千維，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月

旦法學教室，160期，頁64-69（2016年）；劉宗榮，論繼承取得公同共

有債權的請求，月旦法學雜誌，244期，頁59-80（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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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所以終究還是要有一個名詞，可以排除人格權。本書 後

決定使用「對世財產權」，以表示物權、智慧財產權、信託受益

權、質權等，是對世的、但不是人格權，是財產權，但有對世效

力。這個名詞比較冗長，但未被法條或其他文獻使用。 
本書定稿之際，筆者讀到蘇永欽教授的論文4，同樣以財產權

作為 上位概念，並創設出「財益權」一詞，以排除契約所生的

請求權、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不當得利請求權等傳統稱為債權

者，並用以包括人格權以外有對世效力者。因為蘇永欽教授大作

尚未正式出版，筆者不確定此名詞是否還有調整可能，不敢貿然

全面採用。以下本書會交替使用「財益權」、「對世財產權」。 
與之相關，英美法中的property要如何翻譯？筆者正在參與美

國法律協會（American Law Institute）的第四版Restatement of 
Property編寫工作。property要如何定義，還在討論中，尚未 定

稿。可以確定的是，property的內涵廣於物權，此由信託是一種

property， 且 智 慧 財 產 權 是 intellectual property即 可 知 。 因 此 ，

property至少是財益權。但至少在《美國憲法》第五增補條款關於

徵收補償的規定中，property又會包括僅有對人效力的請求權。因

此，property一詞有時也指涉財產權。而本書引用的文獻中，討論

property但實際上預設的都是本書界定的物權者，不在少數；但因

為美國法學中沒有約定俗成的名詞可以指涉「物權」，文獻都仍

使用property。因此，本書中使用美國文獻時，會視情形稱之為物

權、財益權（對世財產權）、財產權。 
財產權、財益權，是以什麼為中介的法律關係？物權人與世

界上其他人間的法律關係，是以物為中介的物上關係5。財產權、

財益權的中介，包括物、但不限於物。顧名思義 適合的中介，

                                                        
4  參見蘇永欽，大民法典的理念與藍圖，中外法學，2021年第1期（2021

年）。 
5  參見張永健（註1）（關係本質文）。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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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財產。在自然語言、多數的法律文本中，財產是有正價值

者。例如吾人不會說「垃圾是我的財產」，或「我的財產包括欠

債30億」。就此而言，財產的內涵與會計學「資產負債表」中的

「資產」（asset）相同。換言之，財產、資產，不包括負債。財

益權因此是人與人間以資產為中介的法律關係，且依此法律關係

獲得廣義權利者，自動與世界上其他人產生法定財益關係，其內

容為後者有不作為義務，不得干涉前者享用財益。 

三、契約、侵權、不當得利 

本節先探討傳統認為屬於債的三種法律關係的中介，在說明

債的概念有何缺陷。 
契約當事人的法律關係可以定義為以契約為中介的法律關

係，因為契約會給雙方廣義權利、廣義義務，而雙方也會因為各

有人格權、物權而對另一方有非常多請求權、使另一方有不作為

義務。如果沒有中介，則各種廣義權利、廣義義務無法各自歸

位。有了雙方的人格、各自擁有的各種物作為中介，可以把相關

的廣義權利、廣義義務梳理清楚。同樣地，A、B兩人可能有各種

契約，各衍生出不少內容相同或不同的廣義權利、廣義義務，用

契約作為中介，可以把例如某買賣契約的廣義權利、廣義義務，

與某承攬契約的廣義權利、廣義義務，各自歸位。 
至於同屬所謂債權的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可能起源於對人

格權原生（primary）義務的違反，也可能起源於對物權（或財益

權）原生義務的違反。不當得利請求權亦然。這兩種請求權，並

非以自身作為中介（這種說法治絲益棻）。由於這兩種請求權會

有伴隨義務人附條件的時效抗辯（一種power），所以仍然需要中

介，才能清楚地將時效抗辯與請求權綑綁在一起，不和其他法律

關係混淆。比較好的中介，就是產生原生請求權──義務的法律

關係使用的中介。換言之，侵害或干擾人格權產生的侵權損害賠

購書請上：http://www.angle.com.tw/Book.asp?BKID=12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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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請求權、不當得利請求權，繼續以人格為中介；侵害或干擾物

所產生的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不當得利請求權，繼續以物為中

介。 
債（權）概念的問題何在？筆者在另一篇長文中，已經詳述

論證：債的概念內在矛盾，沒有必要存在6。簡言之，沒有任何債

的共通、核心特徵，被認為「非債」的法律關係（例如物上關

係）不具備。傳統學說所稱之債權債務關係，或債之請求權與義

務的關係，就是霍菲爾德所說的「請求權─義務」關係，所有私

法關係中都有。即使在債的內部，契約產生原生法律關係，侵權

賠償、不當得利則是契約、人格、物的原生義務被違反時產生的

次生法律關係。契約的法律關係結構和侵權賠償、不當得利不

同。侵權賠償、不當得利中，根本無法區分債之關係、債權、債

所生的請求權。 
本書除非在引用既有學說實務見解與法律條文，幾乎沒有使

用「債權」一詞。爲了遷就既有的慣用語，本文僅在「契約所生

之廣義權利」的意義下使用債權一詞，「債務」則是指「契約所

生之『廣義義務』（disablement）」；債權人指依據契約對另一

造有任何廣義權利者；債務人指依據契約對另一造有任何廣義義

務者。 
不屬於財益權的財產權，亦即上述通說所稱之「債權」，若

不稱之以債權，要以何種詞彙代替之？筆者還在思考。 

四、財產權 

要正面界定財產權也很困難。尤其考慮到：以人格為中介產

生的原生、對世法律關係（不得傷害他人生命、身體、名譽等

                                                        
6  參見張永健，告別債的概念──德國民法概念體系檢討之二，工作論文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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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中的廣義權利，不是財產權；但以人格為中介產生的次生

（secondary）、對人法律關係（如：被侵權人的損害賠償請求

權）中的廣義權利，是財產權。此種人格權與財產權的交錯，使

簡短的定義難以實現。這個大哉問，尚不直接牽涉經濟分析，請

容筆者繼續思考。 
之前，筆者將patrimony翻譯成「概括財產」7。依據上述說

明，則有不當之處。Patrimony是一個人（部分）資產、負債的集

合。資產要為同一個patrimony中的負債作擔保。如果資產、財產

都不包括負債，則概括財產無法顧名思義包括負債。而separate 
patrimony翻譯成「獨立財產」也有過窄的問題8。除了直接音譯

patrimony外，筆者也尚未想到好的名詞翻譯。 

五、部門法界分 

後，本書有時使用「私法」，有時使用「民商法」，指涉

本書分析框架 適合套用的部門法。在學說上，這兩個詞彙的外

延，爭議頗多。本書則基本上視為同義語，並用以包括民法、消

                                                        
7  參見張永健，資產分割理論下的法人與非法人組織──《民法總則》欠

缺的視角，中外法學，30卷1期，頁59-83（2018年）；張永健，財產獨

立與資產分割之理論架構，月旦民商法雜誌，50期，頁87-104（2015
年）。 

8  和獨立財產概念密切相關的概念是asset partitioning，翻譯成「資產分

割」沒有錯誤。筆者曾主張真正分割的客體是patrimony，不只是

asset。但現在有新想法：固然分割者是把patrimony一分為多，但能夠

離開main patrimony（主概括財產）者，只有資產，和附隨於資產的負

債（例如擔保品與其上的抵押）。一般的負債（例如賠償義務），不能

透過分割者單方面的行動，就分割到主概括財產以外的特別概括財產 

──否則就是「反向脫產」，分割者把負債都放到一個特別概括財產

中，其中沒有任何資產，從而逃掉返還責任。因此，資產分割一詞仍可

繼續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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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法、公司證券法、金融法、票據法、保險法、海商法、競爭

法、智慧財產權法、信託法、民事訴訟法、經濟法等等。 
「必也正名乎」，釐清基本概念後，以下進入經濟分析。 

貳、經濟分析作為私法法學方法 

本書認為法學的範疇是以「主題」（ subject matter）而非

「分析 方法 」（analytical method） 來界定 9。換 言之， 凡是 以

「法」為對象、與「法」相關的研究，都是法學研究，無論採取

的研究方法是質性、量化、數理模型、酷兒理論等等10。是故，

經濟分析當然是一種法學方法。 
1990年前後，臺灣開始有法經濟分析的學術論著，法學界中

葉俊榮、蘇永欽、簡資修、王文宇、謝哲勝等學者，經濟學界中

朱敬一、熊秉元等學者，在其論著中引用寇斯定理及其他經濟學

的思維工具，分析法律問題，至今已經大約三分之一個世紀。 
馳名兩岸的民法泰山北斗王澤鑑教授，在其物權法教科書

中，主張「私法上兩個基準原則是自由和效率11」；並在「物權

法的解釋適用」一節中，特別介紹法經濟分析方法12。王教授在

多年前就為經濟學者熊秉元教授的專書撰寫推薦序，並向法律學

                                                        
9  Cf. RONALD H. COASE, ESSAYS ON ECONOMICS AND ECONOMISTS 38 (1994). 
10  更多說明，參見王鵬翔、張永健，經驗面向的規範意義──論實證研究

在法學中的角色，中研院法學期刊，17期，頁205-294（2015年）。張

永健、程金華，法律實證研究的方法座標，中國法律評論，6期，頁73-
89（2018年）。此兩文修改後收錄於張永健，法實證研究──原理、方

法與應用（2019年）（第一、二章）。 
11  王澤鑑，民法物權，2版，頁14（2010年）。此處王澤鑑老師所謂之

「自由」，是指liberty，而非霍菲爾德分析法學的privilege。 
12  王澤鑑，同前註，頁2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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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喊話：「二十一世紀的法律人……必須是法律經濟人」13。這

句 話 和 1897 年 美 國 知 名 法 學 家 、 聯 邦 高 法 院 大 法 官 Oliver 
Wendell Holmes, Jr.的經典名言互相輝映：「For the rational study of 

the law the blackletter man may be the man of the present, but the man 
of the future is the man of statistics and the master of economics.」。 

法經濟分析這個分析工具在臺灣既然已經過了而立之年，為

何還有許多法律人懷疑經濟思維對解釋物權法、民法、乃至於任

何法律的價值？筆者不知道質疑的根源何在，但經濟分析方法確

實可以與法釋義學結合，也可以和立法論結合。因此，經濟分析

不應當被看成是外來的、不法學的方法。筆者和王鵬翔教授已經

以八萬字文章詳論14法經濟分析與法學結合之方式，以下僅簡單

舉例。本章的例子，以及本書隨後的論證，都在在顯示：法經濟

分析提供自我融貫、一以貫之的論理；從抽象原則與價值一路推

導出具體法律解釋的一套方法；以行為理論為基礎，能夠有效被

證偽，而非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以下以一些具體法律解釋問題，作扼要說明： 

一、償金該如何解釋？ 
民法是根本大法，許多構成要件十分抽象，例如民法中常出

現的「償金」，該如何解釋？償金指金錢支付當然十分清楚，但

對律師、法官而言，更關鍵的是：該請求／判給多少錢？只要是

一筆數目為正的金錢移轉，都符合償金的文義。而再怎麼挖掘立

                                                        
13  王澤鑑，推薦序──熊秉元與法律經濟學，收於：熊秉元編，熊秉元漫

步法律，頁11（2003年）。 
14  該文章的五萬字版本，參見王鵬翔、張永健，論經濟分析在法學方法之

運用，臺大法學論叢，48卷3期，頁791-871（2019年）；完整、修訂版

本，參見張永健，社科民法釋義學（2020年）（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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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由與歷程、猜測立法者的原意15、思索體系，還是很難明確

算出具體的償金數額。因此，法官要在當事人聲明的範圍以內，

如何決定償金之數額，或作其他決定，往往必須訴諸目的解釋。

目的解釋可以說有無限多種理論可能性，而本書以下之內容，是

希望說服讀者，經濟分析是一套完整嚴密之目的解釋體系，並奠

基在重要（但非唯一）的價值（即經濟效率16）上。這套思考方

法能幫助律師端出有理的主張，幫助法官作出有理論基礎的判

決。 

                                                        
15  再者，歷史解釋無論在行政法或民法解釋的正當性，都有疑問。此問題

光是英文文獻就汗牛充棟。可再補充者，以《民法》物權編而言，2007
年到2010年三次修法，都附有詳盡修法理由。看似足供歷史解釋之素

材，但修法解釋乃法務部民法物權編修法小組所擬，並非立法者所起

草，本身也非立法院三讀通過之客體。此外，據筆者研究，三波修法

中，司法院、行政院會銜送立法院之條文，97%照案通過，只有六條條

文有小幅度修改。See Yun-chien Chang, The Evolution of Property Law in 
Taiwan: An Unconventional Interest Group Story, in PRIVATE LAW IN CHINA 

AND TAIWAN: ECONOMIC AND LEGAL ANALYSES 212 (Yun-chien Chang et al. 
eds., 2016). 
真正的「立法者」其實是修法小組中的委員學者與法官；而人民選出

來、有權三讀通過條文的立法委員，對於基本大法的修正內容，恐怕認

識不多。故真要探究立法委員在修法時的主觀或客觀真意，作為歷史解

釋之依據，大概得訴諸解釋者的想像力。就此而言，歷史解釋，難謂比

（不加矯飾的）目的解釋該有更大的權重。 
16  效率是否可作為物權法解釋的價值依據？實務上已經有法官觀察到物權

編修法理由與司法裁判中明白出現的經濟語彙（如「經濟效用」、「物

盡其用」等），並進而以類型化方式分析者，參見林俊廷，論物之經濟

效用解釋──案例事實之類型化分析，收於：司法院謝前副院長在全七

秩祝壽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物權與民事法新思維──司法院謝前副院

長在全七秩祝壽論文集，頁463-486（2014年）。從體系解釋角度，相

關法源依據既然能萃取出此等經濟思維，則在物權法解釋、適用時，援

引效率作為價值之一環，也不是無理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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