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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指示交付及其后果
崔建远
（ 清华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4）
摘 要：中国物权法第 26 条关于指示交付的规定有利有弊，对于其利，必应否定；对于其弊，在解释
，
论上 应最大限度地限缩其中所言“法 ”的范围，将若干第三人无权占有的情形视为“依法 ”，而不作为
“违法”对待。不宜一概否定指示交付场合让与物权的返还请求权。“出让人转让被人盗窃或遗失的手
表一块，此时转让的返还请求权应包括对第三人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之说，是合适的，不应否认。
关键词：指示交付；债权的返还请求权；物权的返还请求权；无占有动产的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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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笔者在《物权：规范与学说》（ 上册） 及《物权法》（ 第二版） 中讨论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
（ 以下简称《物权法》） 第 26 条规定的指示交付制度。 鉴于学者对于指示交付问题有了新的议论，笔者

对其中有的观点表示赞同，并有加强的论证；对某些意见则持有异议，需要辨析。
一、“动产由第三人依法占有”及其质疑
有学者批评了《物权法 》第 26 条将指示交付限定于“动产由第三人依法占有 ”的规定及其辩护理
由。对此，笔者表示赞同，阐释如下：
《物权法》第 26 条将指示交付限定于“动产由第三人依法占有”的场合，作茧自缚，使一些本应通过
指示交付来解决动产物权变动的问题却无法如愿 ，只得先由转让人从占有动产的第三人之处收回 ，再交
给受让人，徒增周折和成本。如果删除“依法占有”的限定，就会使局面改观，使如下的问题可通过指示
交付得到解决：转让人非间接占有人时，可让与其基于侵权行为或不当得利而生的返还请求权 。这种返
还请求权的让与，与占有的移转无关。于此场合，所让与的也不是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是受让人因取
［3］
得所有权，而得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
《物权法》第 26 条将指示交付限定于“动产由第三人依法占有 ”的不足之二表现在： 第三人对标的
物的占有原有本权，但其后本权不复存在，导致第三人无权占有标的物，例如，第三人作为借用人占有借
用物，其后借用合同终止，变为无权占有。 在这些情况下，物权人将此类标的物出卖给他人，因不符合
《物权法》第 26 条关于指示交付必须发生在“动产由第三人依法占有 ”的要求，故只得先由转让人从占
有动产的第三人之处收回，再交给受让人，徒增周折和成本。如果删除“依法占有 ”的限定，允许采取指
［4］
示交付的方式，就会使局面改观 。
《物权法》第 26 条将指示交付限定于“动产由第三人依法占有 ”的不足之三表现在： 无法使受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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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让与合同生效不久就可取得标的物的直接占有 ，因为此时第三人对该标的物仍处于有权占有的状态 。
为弥补《物权法》第 26 条规定的不足，在解释论上，应最大限度地限缩其中所言“法 ”的范围，将若
干第三人无权占有的情形视为“依法”，而不作为“违法 ”对待。 在这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物权法
的司法解释时大有作为。站在立法论的立场上，未来修改《物权法 》时，应将《物权法 》第 26 条中的“依
［5］
法”二字删除 。
不过，笔者也有不同于批评者之处，即让与的返还请求权若为债权的返还请求权，则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合同法》（ 以下简称《合同法》） 第 80 条第 1 款的规定，需要通知债务人，否则，让与对债务人不
发生效力。不过，这只是合同法上的效力表现。实际上，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还有物权法层面
的表现，即受让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或其他物权之后 ，他可以向债务人主张标的物的所有权或其他物
权，以此来对抗债务人。让与的若为物权的返还请求权，是否需要通知第三人 （ 占有动产之人 ） ，法律未
作规定，从物权为对世权的角度看，只要物权的返还请求权移转并同时完成了物权的公示的 ，则无须通
知债务人，就可以对抗债务人；如果尚未完成物权的公示，那么，宜类推适用《合同法 》第 80 条第 1 款的
［6］

规定

。

二、关于指示交付下所让与的请求权的类型
有学说不赞同指示交付下让与的返还请求权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而主张所让与的只能是债权的
返还请求权，大概有四点理由。对这四点理由笔者均持有异议，兹分析、评论如下：
其理由之一：物权与物权请求权不可分离，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并非独立的请求权，它只是为了实现
［7］
所有权的圆满状态而发生的，不能与所有权分离而转让 。 转让人移转所有权于受让人，也就导致转
［8］
让人强制性地失去了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受让人随着取得所有权也就得到了该返还请求权 。 因此，
［9］
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只是所有权的附属品 ，基于所有物而生的请求权移转不是所有权移转的前提 ，而
［10］
是所有权移转的结果。为此，所有人如果不放弃所有权，就不能同时转让基于所有权所生的请求权 。
所以，要通过转让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来实现移转所有权的目的，无疑是倒果为因，混淆目的和手段的关

系。转让人转让所有权的动产究竟是处于间接占有之下 ，还是已经失去占有，原则上都不能通过让与所
有物返还请求权的方式，这一请求权的让与只是所有权移转的结果而已 。
笔者评论：这样认识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有些机械。所有权与其请求权结为一体，所有权移转，所有
物返还请求权也随之移转；作为物权效力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移转了 ，物权本体也得移转。如同转让抵
押权时被担保债权也随之让与一样 。此其一。所有权与其请求权结为一体，正好表明转让任何一个实
质上都是全部转让。这类似于房地权属虽为两个，但转让时一体移转。 之所以不径称移转标的物所有
权，而谓之曰转让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是为了体现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而非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凑足
“交付”这个要件，使物权变动有个原因。转让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是“交付”的变形。 在这里，说穿了，指
示交付制度的设置，纯粹是为了满足动产物权变动以交付为生效要件这个原则 ，为了形式的统一，为了
前后一致。否则，完全可以采取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径直称转让人和受让人达成了移转转让物的合
意，就发生了转让物所有权的移转。因为于此场合实行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 ，不会害及交易安全及占有
媒介人：从保护交易相对人（ 第三人） 的角度观察，转让物此时被占有媒介人实际控制 ，交易相对人作为
一个理性人，不得盲目相信转让人享有转让物的所有权 ，需要请求转让人举证证明他对转让物享有所有
权等处分权，甚至更进一步地调查、核实，然后再做交易。通过这个过程，保障交易相对人不会遭受不测
之损害。就是说，交易安全方面不会出现问题；从占有媒介人角度考虑，也不会出现问题，因为他明知转
让物非他所有，谁有权请求返还，他应当清楚，因为物权法及合同法规定了所有权人的返还请求权及其
实现条件和程序，合同法设计了第三人请求移转占有的要件和程序 。 此其二。 至于“果 ”与“因”、“目
的”与“手段”的界定及其关系，未必如此。从所有权本体与其请求权之间的关系来看 ，它们就是一个整
体的组成部分。既然是一个整体的组成部分，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能不好说谁是
“因”，谁是“果”，谁是“目的 ”，谁是“手段 ”。 如同心脏与肺叶均为人体的组成部分一样，不好说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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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谁是“果”，谁是“目的”，谁是“手段”。退一步说，即使按照“果”与“因”、“目的”与“手段”的思路
思考，也要看基点放在哪里。如果从没有物权请求权就不会有真正的物权这个角度观察 ，所有物返还请
求权倒是“因”，动产所有权却是“果”。如果从所有权人必须拥有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以便能够请求无
权占有人返还动产的角度看，“目的 ”就是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为达此目的，需要拥有所有权。 这样一
来，所有权反倒成了“手段”。在奉行所有物返还请求权适用消灭时效制度的背景下 ，在个案中，某所有
物返还请求权已经罹于时效，而所有权人特别想拥有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于此场合，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为“目的”，动产所有权却为“手段”，至为明显。此其三。
［11］

其理由之二：处于间接占有地位的所有人并不享有对其占有媒介人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12］

主流学说，物权请求权只是在所有权的圆满状态受到妨害时才发生

。 按照

。 也就是说，当他人无权占有所

有物时，所有权的圆满状态便会受到妨害 。占有媒介关系的当事人若就占有发生争议 ，应该诉诸他们的
债法约定，行使占有媒介关系所生的返还请求权 ①。当事人存有占有媒介关系的情况下，通常并不发生
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笔者评论：其实，于此场合也不发生债权的返还请求权 。既然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和债权的返还请求
权均未发生，都是以后才发生的事情，那么，以“当事人存有占有媒介关系的情况下，通常并不发生所有
物返还请求权”这样的路径来证明指示交付下让与的不会是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没有逻辑的力量。 此
其一。
其二，对于“当事人存有占有媒介关系的情况下 ，通常并不发生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却承认让与的
可以是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可有若干解决之道。第一种是区分抽象意义上的物权请求权和具体意义上
的物权请求权，有无妨害物权的具体行为的发生，或妨害物权的危险是否真实地存在，这种抽象的物权
请求权都会存在。第二种是仍然遵从物权请求权于物权受到侵害或妨碍时发生 ，但适用《物权法 》第 26
条的规定时，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是未来发生的。
其三，诚然，论者为了证成其观点，提出了这样的理由：“倘若所有权的取得依赖于将来请求权的发
生，而这一请求权的发生又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此时即使出让人转让这一请求权，受让人也没有得到现
实存在的请求权，而是只享有了一个法律地位远弱于请求权的可能性 ，这样的解释路径显然无法满足指
示交付的构成要件。因此，只要这一请求权让与无法发生即刻的所有权移转 ，就不能满足受让人在指示
交付中的利益。”
笔者认为，这种论证路径也欠缺说服力。须知，在直接占有人基于保管、借用等合同占有标的物且
合同继续存在时，转让人、受让人于此时并不享有原物返还请求权 ，所谓债权的返还原物请求权也是未
来发生的。看来，以未来发生的、有不确定性为由否定转让的是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理由并不充分。
其理由之三：单纯让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未能使转让人丧失对转让物干预的事实可能性，受让人
也没有获得转让物的间接占有。当转让物由占有媒介人占有时，转让人通过转让基于占有媒介关系的
原物返还请求权，使得受让人获得间接占有，由此才发生观念交付下的指示交付 。因为指示交付的要害
并非让与返还请求权，而是使得受让人取得转让物的间接占有 ，转让人丧失对物干预的可能性。在此体
现了与交付原则（ 《物权法》第 23 条） 相同的思想： 受让人必须基于转让人的意思获得全部的占有。 两
者不同之处在于，《物权法》第 23 条必须移转全部的直接占有，而《物权法 》第 26 条则要求间接占有的
全部移转。由此可见，通过转让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方式来移转所有权 ，并不符合转让人在观念交付中
至少取得间接占有的要求。
笔者评论：（1） 所谓“单纯让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未能使转让人丧失对转让物干预的事实可能
性”，这不符合指示交付制度的意旨，因为指示交付制度设计的目的及效果 ，就是发生这样的效力： 所有
物返还请求权一经移转给受让人 ，转让人就丧失了转让物所有权，同时，受让人就取得了转让物所有权。
所有人若在诉讼中向占有媒介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相对人（ 占有媒介人） 只须提起权利自始并未发生的抗辩（ Ein① 由此，
wendung） ，而非提起如同时履行抗辩权那样延时性抗辩权（ Einrede） 。即使相对人未提抗辩，法官如调查时发现当事人之间存有占有媒
介关系，也应依职权认定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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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转让人已经丧失了转让物所有权，他还有什么权利对转让物进行合法的干预呢 ？ （2 ） 所谓“单纯
让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 受让人也没有获得转让物的间接占有 ”，也只是一家之言 ，是这一家的逻
辑 。 其实 ，只要我们将“取得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作为受让人取得间接占有的原因 ，受让人基于所有
物返还请求权而享有对动产的间接占有 ，就完全解决了受让人对转让物取得间接占有的问题 。 这并
非强词夺理 ，因为受让人拥有债权的返还请求权时 ，对于转让物构成间接占有 ； 享有所有物返还请求
权时 ，对于转让物也构成间接占有 。 实际上 ，受让人取得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与取得间接占有可以视
为同时 。 从而满足了论者关于“指示交付的要害并非让与返还请求权 ，而是使得受让人取得转让物
的间接占有 ，转让人丧失对物干预的可能性 ”的逻辑 。（3） 所谓“受让人必须基于转让人的意思获得
全部的占有 ”，在让与的是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场合 ，也不成问题 。 因为受让人的确是基于转让人的
意思在受让转让物 。 至于此处所谓“全部的占有 ”，其确切意思尚需明确 ，从论者的上下文来看 ，应当
是指间接占有 ，而非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 。 如果这样认定是正确的 ，则受让人已经间接占有了转让
物 ，满足了指示交付的要求 。
其理由之四：“在指示交付的善意取得中，转让人将因不享有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无法完成善意取
得。”
笔者评论：该项理由若针对指示交付下所转让的请求权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是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之
说，能够成立，但若针对所转让的可以是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也可以是债权的返还请求权之说，则欠缺说
服力。因为按照后一学说，则并不强求所转让的永远是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而是区分情况而定： 存在所
有物返还请求权时，所转让的可以是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不存在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时，所转让的则是债
权的返还请求权。它不让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包打天下。在指示交付的善意取得中，所转让的是债权的
返还请求权，而非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就破解了论者所出难题，就符合了逻辑。此其一。
其二，完全贯彻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本质要求 ，转让人对于转让物要占有，受让人对转让物也得占
有，才会发生转让物的善意取得。既然论者所说的案型中转让人对于转让物没有占有 ，受让人也无法基
于买卖等合同取得对转让物的占有 ，则指示交付场合不发生善意取得的后果 。 由于受让人明知转让人
对转让物没有占有，没有理由推定转让人对于转让物享有所有权等处分权 ，为了自身的利益，他应当请
求转让人举证证明对转让物享有所有权 ，双方按照有权处分的模式进行交易，否则，受让人就有重大过
失，于是不符合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 ，不发生善意取得的结果。 既然如此，论者称“不直接占有转让物
的出让人如适用指示交付，他将因不享有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而无法满足指示交付的构成要件 ，以致这一
观念交付方式实际上被排除于善意取得之外 ，不利于交易安全的保护”，就不成立。
三、指示交付与债权让与的关系辨析
在指示交付作为引发动产所有权移转的法律事实且转让的是债权的返还请求权的背景下 ，不得无
视《合同法》第 80 条第 1 款的规定。只不过适用《合同法》第 80 条第 1 款的规定时，应当如同有的学者
所说的，区分债法上的效力与物权法上的效力 。此处所谓债法上的效力，是指未经债权的返还请求权转
让给受让人的事实通知给占有媒介人时 ，该债权的返还请求权的转让对于占有媒介人不发生效力 ，或者
说占有媒介人不承认该转让，届时仅仅向转让人返还占有物，而拒绝向受让人返还占有物。 这是适用
《合同法》第 80 条第 1 款的当然结果。至于转让人和受让人之间，则是受让人取得债权的返还请求权，
只是他无权向占有媒介人主张该返还请求权 。这同样是适用《合同法》第 80 条第 1 款的当然结果。
关于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属于动产物权变动，不由《合同法 》第 80 条第 1 款管辖，而是由《物权
法》第 23 条、第 26 条规范，即只要受让人自转让人处取得了返还请求权 ，也就取得了动产所有权。这与
是否通知了占有媒介人无关。
受让人取得了动产所有权之后，他基于所有权人的地位，而非债权的返还请求权的身份，向占有媒
介人主张该动产的所有权，而无权主张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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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无占有动产的让与辨析
“出让人转让被人盗窃或遗失的手表一块，此时转让的返还请求权应包括对第三人的所有物返还
请求权。”
对此，有的学者不予认同。
笔者则认为，欲证成其观点，首先需要前后一致，不得一方面反对《物权法 》第 26 条关于指示交付
必须发生在“动产由第三人依法占有”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反对“出让人转让被人盗窃或遗失的手表一
块，此时转让的返还请求权应包括对第三人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前后不一致了。此其一。
其二，反对“出让人转让被人盗窃或遗失的手表一块 ，此时转让的返还请求权应包括对第三人的所
有物返还请求权”之说的理由之一是：“无占有移转的所有权取得并不具有交易价值 。 因为受让人何时
取得占有转让物尚不确定，在可预见的将来都可能无法发生这一所有权移转 。”不知有的学者如何理解
交易价值，如果按照一般理解，合同法所立基的信用正好是“卖”与“买”在时空上不同步，而信用正好具
有交易价值。再者，从体系解释的立场出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 法释〔2012〕8 号） 第 3 条第 1 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
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包括着标的物根本不存在时买卖合同依然有效
的情形。连地地道道的买空卖空都具有交易价值，“受让人何时取得占有转让物尚不确定 ，在可预见的
将来都可能无法发生这一所有权移转 ”算得了什么？！
其三，反对“出让人转让被人盗窃或遗失的手表一块 ，此时转让的返还请求权应包括对第三人的所
有物返还请求权”之说的理由之二是：“只有当无占有的所有人负有向第三人移转所有权的义务时，才
存在着适用该方式的需要。如果出现返还不能时，所有人则只能向第三人要求损害赔偿。 倘若所有人
无返还请求权而保留所有物，而受让人虽取得该返还请求权，却未占有所有物时，那么这一规则的实际
意义颇受怀疑。”笔者则认为，在这里要解决的是动产所有权移转 ，如果不承认“出让人转让被人盗窃或
遗失的手表一块，此时转让的返还请求权应包括对第三人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那么，于此场合受让
人就无法便捷、径直地取得被人盗窃或遗失的手表的所有权 。如何取得该手表的所有权呢？ 要么是别
想了，要么是迂回曲折地取得。 至于所谓“如果出现返还不能时，所有人则只能向第三人要求损害赔
偿。倘若所有人无返还请求权而保留所有物 ，而受让人虽取得该返还请求权，却未占有所有物时，那么
这一规则的实际意义颇受怀疑”，也不是理由，因为同时是占有人的动产所有权人转让动产所有权时 ，
照样存在着不能的情形，法律人没有因为存在着这种情形而否认动产所有权的移转 。
其四，反对“出让人转让被人盗窃或遗失的手表一块 ，此时转让的返还请求权应包括对第三人的所
有物返还请求权”之说的理由之三是，“倒果为因，混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 ”，仍然牵强，笔者在上文中已
经剖析过了，不再赘言。
其五，反对“出让人转让被人盗窃或遗失的手表一块 ，此时转让的返还请求权应包括对第三人的所
有物返还请求权”之说的理由之四是：“出让人在指示交付中让与所有物返还请求权还面临这样的死
穴：如所有人未亲自占有，也无占有媒介人为其占有时，便会陷入无返还请求权可让与的困境。”笔者觉
得，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任何类型的物权变动都需要具有一定的要件 ，欠缺要件时不发生物权变动。
所以，在“如所有人未亲自占有，也无占有媒介人为其占有时”，不发生动产所有权移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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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urther Discussion of Indication Delivery and Its Consequences
Cui Jianyuan
（ Law School，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
Abstract：The provision concerning indication delivery in article 26 of China’s property law ha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or its advantages，they should be denied，while for its disadvantages，in theory，they should
narrow to the largest extent the range of the word “law”，treating the several situations that the third party has
no right to possess the property as“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rather than“illegal”． It is not proper to totally
deny the delivery occasions to claim the return the real rights． The statement “when the transferor transfers a
lost or stolen watch，the right of claim to return the original object includes claims against the third person”is
suitable，and it should not be denied．
Key words：indication delivery；the right of claim to return the creditor’s rights；the right of claim to return the
real rights；transfer personal property of no pos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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