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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不动产善意取得对于第三人善意的要求，是与动产一样，要求第三人对处分人无处分权
“不知且不应知”，还是仅要求“不知”，存在不同看法。 从解释论角度，以文义、体系和逻辑、立法、比较
摘

法等诸方面解释，都应作与动产善意取得相同解释。德国民法、理论学说不应作为解释依据。从立法论
角度，德国标准，排除了“不应知”，不仅保护对登记将信将疑者，而且保护基本不信者甚至完全不信者，
违背了信赖保护的本质和意义，并不可取。从我国国情出发，采“不知且不应知 ”更合理。 善意的认定，
应由否定第三人善意的权利人举证。要求第三人实际查阅登记簿没有必要，但占有、交付可作为认定是
否善意的依据。若登记人与占有人一致，或登记人能现实交付不动产，受让人即为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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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对动产和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作了统一规定 ，但围绕该条的解释我国民法
［1］
学界产生了很大争议。有人认为，物权法确立了统一的不动产和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 ； 有人认为，该
［2］
条包含了不动产公信力制度和动产善意取得制度 ，两个制度合并规定成为统一的善意取得制度 。 有
［3］
人认为该条应解释为动产善意取得和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两种不同的制度 。 我们认为物权法第

一百零六条有关不动产部分的规定 ，是称为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还是称为不动产善意取得①，并不
重要，关键是制度内涵是否相同。判断不动产与动产善意取得异同的关键，还是要看具体的区别在哪
里。区别论者认为不动产善意取得与动产善意取得在理论基础 、构成要件上均存在明显差异。 无论是
从立法论还是解释论，都不能否认物权法对不动产善意取得与动产善意取得作了区分②。 关于理论基
础，见仁见智，虽有不同，但并不影响这一制度的具体适用 ，对于司法实践没有实质影响。而在构成要件
中，物权变动的形式要件，动产是交付，采登记生效的不动产是变更登记，该不同也不是本质上的区别。
最有争议、最具有实践价值，与交易秩序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要件 ，其实只有一项，即第三人的善意
要件。关于不动产善意取得与不动产公信力是否为同一制度 ，其实也是与善意要件有关。 关于不动产
登记簿的公信力有绝对公信力和相对公信力之分，如采绝对公信力概念，即第三人的善意仅为“不明
知”，则登记簿公信力与不动产善意取得就不宜认为是相同的制度 。如采相对公信力的概念，即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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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博士研究生。
有人认为其实是一个制度的两个称谓，见程啸： 《论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与动产善意
① 对于不动产善意取得与不动产公信力关系，
取得的区分》，载《中外法学》2010 年第 4 期，第 524 页。有人认为是两个不同的制度，见张利春： 《狭义民法解释学———以〈物权法〉第一
百零六条为例》，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 46 卷，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32—537 页。本文与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一致，统一称
为不动产善意取得。
②

该学者使用的是“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称谓，并认为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就是不动产善意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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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善意为“不明知且不应知”，则不动产公信力与不动产善意取得也就没有本质区别 ①。
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要件之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其中
“善意”如何理解，学界看法不同。有的认为我国物权法对不动产和动产实行的是同一的善意标准 。 不
动产与动产一样，对受让人的善意采“不知且不应知 ”标准，善意指不知登记错误且对不知无重大过
［4］

。有的认为二者的“善意”判断标准不一样，动产善意取得采“不知且不应知 ”，而不动产善意取得

失

［5］
应采“不知”标准，是否“应知”不影响受让人的善意 。这两种理解，哪一个符合物权法立法本意、属于
法律解释的范畴，应以法律条文本身作为判断依据 ； 哪一个更符合我国不动产登记的实际状况，属于法

律规定合理性的范畴，应以法律条文与实际生活的关系加以判断 。本文对此作一探讨。
一、从解释论的角度，如何理解立法本意
民法上的善意，意为“不知情”，但何为不知情，则有不同的判决标准，一为不明知，对其不明知是否
有过失在所不问； 二为不明知且不应知，如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或依客观情势，于交易经验上一般人均认
为应知的，则不视为善意。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善意如何理解 ？ 以下从文义解释、逻辑和体系解释、
立法解释、比较法解释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
( 一) 按文义解释，不动产与动产应采相同标准
［6］
法律条文的解释，首先应从文义解释入手 。民法中善意的含义为不知情，但当事人是否知情，是
其主观心态，外人无法确知，只能通过一定证据来认定。在当事人应当知道时，其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
道。无论将“应知”视为善意还是恶意，都只是推定，完全有可能与事实不符。不管将“善意”解释为“不
知”，还是“不知且不应知”，都未超出文义。似乎从文义中无法推出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中的“善意 ”到
底为何，但在进行文义解释时，同一法律或不同法律使用同一概念时 ，除非有特殊理由，原则上应作同一
［7］

解释

。不动产善意取得与动产善意取得不仅在一部法律中 ，而且在同一法条中，在没有特别理由的

情况下，二者的“善意”理应作同一解释。物权法第一百零八条有关动产善意取得效力的规定为： “善意
受让人取得动产后，该动产上的原有权利消灭，但善意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权利的除
外。”明确了无负担的动产善意取得的善意标准为“不知且不应知 ”，不动产作同一解释，善意标准亦应
当为“不知且不应知”。
( 二) 按体系和逻辑解释，不动产与动产应采相同标准
首先，我国民事法律中，使用“善意 ”一词时，没有直接对善意作出明确界定的习惯，比如合同法第
四十七条、四十八条。但在民法中，善意指“不知情”，恶意指“知情”，已是常识，我们可从此推出善意的
含义。在我国的民事法律体系中，关于“知情”的界定，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一项基本规则，比如诉
［8］
［9］
［10］
讼时效的起算 、撤销权的行使期限的起算 、第三人善意的排除 等。除非有明确规定，物权法中的
“知情”没有理由另定标准。进而，善意的通常解释应当是“不知且不应知 ”，不管是不动产还是动产善

意取得，均应如此。
其次，我国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与外国有很大的不同 ，不仅有登记生效制，还有登记对抗制和未登
记的不动产，如果将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进行区分 ，不仅不动产与动产要区分，而
且不动产内部也要区分。该条所规定的善意取得的要件之一为“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
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表明在公示的形式要件上明确进行了区分，
即采登记生效的不动产，“已经登记”为善意取得的要件之一； 而未登记的不动产、采登记对抗制的不动
产及动产则以“已经交付”为善意取得的要件之一。 而在善意要件上，如果立法有意区分，亦会有所反
而不动产善意取得以无权处分为要件，参见张利春： 《狭义
① 另有人认为二者的另一区别为登记簿的公信力不以无权处分为要件，
民法解释学———以〈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为例》，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 46 卷，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18 页。另有观点认
为： “对于不动产而言，无权处分的认定，则不仅仅包括没有处分权而处分财产，还要扩大到明知登记错误而处分财产。”见王利明： 《不动
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8 年第 10 期，第 7 页。当然，善意取得难于涵盖第三人向登记权利人善意给付之情
形，从这一角度看，登记公信力与不动产善意取得的范围确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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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在该条对不动产和动产善意取得的“善意”未作任何区分的情况下，强行将其区分，逻辑上不合理。
再次，
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取得的另一要件为“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因为价格合理与否是
［11］

第三人是否应当知道的一个外部表现

，
从另一侧面说明，包括不动产和动产在内的善意取得，第三人的

［12］
“善意”均包含不应当知道。有人认为，
“以合理的价格转让”应扩张解释为“有偿转让”
。须知，价值数

百万元的房屋以 1 元的价格转让亦为有偿，
抛弃“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所谓的“有偿转让”也就形同虚设。
最后，在进行体系解释时，不得不说的是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与第十六条的关系 。 有人根据该条
“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 ”的规定而得出结论： 即便是错误登记，如未经异议登记、更正
登记、诉讼等程序依法注销，登记权利人仍是合法权利人，其对该物的处分即为有权处分，不动产的无权
处分不可能发生。不动产登记簿成为受让人是否知情的唯一依据 ，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善意可
［13］

被解释为不存在异议登记，且受让人不知道登记不正确，有无过失，再所不问

。 能得出这种结论，说

明作者对于登记推定力缺乏正确理解。 通说认为物权法第十六条是有关不动产登记簿推定力的规
［14］

定

，并不是登记有绝对决定力。既为推定，当然可通过证据推翻。物权法第十七条“除有证据证明不

动产登记簿确有错误外，以不动产登记簿为准 ”的规定，也明确了不动产登记簿是可以通过证据推翻
的。在推翻后，不仅在错误登记注销后，其不再是权利人，在注销前的错误登记期间其也不是权利人。
［15］
德国学者将土地登记簿之公信力称为“自无权利人处之取得 ” ，说明承认登记簿公信力的情况下，错

误登记的权利人是无权利之人。其对登记名下的不动产所作的处分当然是无权处分 。假如一个人采用
伪造证据的欺诈手段，骗取登记，在错误登记期间竟能成为“合法 ”权利人，岂不荒唐。 如果司法判决确
认登记在甲名下的不动产归乙所有 ，如乙未及时依生效判决变更登记 ，甲仍为“合法 ”权利人，司法裁判
的权威何在？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错误登记为不动产权利人者，历来都不承认其权利人身份，对于
其所为处分也认为是无权处分。
有人虽然认识到物权法第十六条是有关登记推定力的规定 ，但认为我国《物权法 》对登记簿的推定
效力作出了明确规定，而没有直接规定占有的推定效力，这一细微区别表明我国《物权法 》上登记对于
不动产的权利推定效力似乎高于交付对动产的权利推定效力 ，以此作为不动产与动产采不同善意标准
的理由之一①。这令人不可思议。推定效力的差别，只能导致在判别第三人是否具有重大过失时所考
虑的因素有所不同，但否认不了第三人可能存在重大过失 。推定力再高，也不能保证登记永远正确，就
会存在第三人应知的情形。在善意中不排除应当知道，即意味着在第三人因重大过失而不知 ，甚至是明
知而仅仅是权利人举证不能的情况下 ，仍不否定其善意。 因此，因推定力高而排除“应知 ”逻辑不通。
其实，立法中出现细微差别是常有的事 ，因为立法在不同问题上考虑的内容和重点不一样，很难保证思
维完全一致，正如手工制品总有珠丝马迹的不同 。有个例子也许能够说明以细微差别想象立法本意的
幼稚： 法国民法第 2279 条第一款规定： “涉及动产时，占有即等于所有权证书。”明定了动产占有的推定
力，而未明确规定不动产登记的推定力 。按照上述学者的逻辑，法国民法的动产善意取得岂非只须第三
人不知，而不考虑第三人是否应知？ 然而，众所周知，法国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并非仅指“不知 ”，而
是要按照具体情节，由法官评判，如果受让人在出卖人对转移的财产是否享有所有权方面有疑问 ，即应
［16］

排除其善意

。法国民法没有因为占有的推定力而导致动产善意取得的第三人善意只须不知 ，同样，

我国物权法也不会因为登记的推定力而导致不动产善意取得的第三人善意只须不知 。推定力与善意取
得的善意标准没有任何逻辑关系 。
( 三) 按立法解释，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善意标准为不知且不应知
首先，从立法过程看，立法机关的意图是建立统一的不动产和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 。因我国立法机
关在立法时并不公布立法理由书 ，判断物权法的立法本意，相对可靠的方法是分析物权法草案及其几次
载《中外法学》2010 年第 4 期，第 537 页； 王利明： 《不动产善意取
① 参见程啸： 《论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与动产善意取得的区分》，
得的构成要件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8 年第 10 期，第 7 页。应注意的是，王利明文提及不动产登记与动产占有权利推定效力的区
别，是论证不动产善意取得是以信赖登记，而不是以信赖占有作为判断善意的依据。程啸文主张动产受让人具有重大过失而不知时非
属善意，不动产受让人除非是明知登记错误或者登记簿中有异议登记的记载，就推定其是善意的，引用王利明文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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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稿的变化及其修改说明。全国人大于 2005 年公布征求意见的物权法草案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的
善意取得的善意要件为： “在受让时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 ”，另外第二十三条规定：
“基于不动产登记簿享有的物权受法律保护 ，但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权利人在取得权利时知道或者
应当知道该权利有瑕疵的除外。”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 “善意受让人取得动产后，该动产上的原有权利
消灭，但善意受让人在受让时知道该权利的除外 。”从以上条文可知，立法机关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不动
产善意取得和动产善意取得统一采“不知且不应知 ”善意标准 ”①。 曾有人以草案第二十三条已经规定
了不动产登记的“善意保护”制度为由，建议取消草案第一百一十一条中的不动产，立法机关未采纳该
建议，而是删除了第二十三条。在理解了起草人建立统一的善意第三人保护制度的良苦用心后 ，该学者
［17］

即未再坚持删除善意取得制度中的不动产

。在最终通过的物权法中，草案中的第一百一十一条演化

为第一百零六条，善意要件被修改为： “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由于在构成要件上
没有界定善意，也未明确动产和不动产善意取得是采不同标准还是相同标准 。 这一过程至多意味着立
法对动产和不动产分别采纳不同的善意标准留出了研究的空间 ，不能直接得出结论说立法已采纳了不
动产的善意取得标准有别于动产 。全国人大负责物权法立法的官员和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 ，作为
最接近于立法者的人员，所编著物权法释义，对善意要件的解释，不区分动产和不动产，笼统地称为：
［18］
“受让人需是善意的，不知出让人是无处分权人。”
对于不知是否包含重大过失而不知 、动产和不动产

是否区分都未明确说明②。立法出现这样的周折和思维空隙 ，很可能是立法避免争议的态度使然： 在抛
弃那么多学者主张的不动产登记公信力的同时以抽象的表述模糊争议的对立性 。
其次，理论学说不能作为立法解释的依据 。有人认为，依据德国民法通说，登记簿的公信力遵循的
是“纯粹的权利外观原则”，真实权利人对于登记错误是否知情及可否避免在所不问 。 而动产善意取得
的理论基础是“由权利外观原则与诱因原则组成的混合体系 ”，真实权利人对于丧失占有是否具有可归
责性必须考虑。进而认为我国物权法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建立在“权利外观原则 ”基础之上。 物权
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将遗失物等原则上排除在动产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之外，明确引入了“诱因原
［19］
则” 。这是先将有关理论学说强加于我国物权法继而将物权法条文的解释往理论学说上靠 。 仅从动

产善意取得原则上排除了遗失物，不能在逻辑上得出我国物权法引入了“诱因原则 ”。 有人就认为我国
［20］

物权法的不动产善意取得和动产善意取得基于共通的原理 ，均以信赖原理为支撑

。“权利外观原则”

也好，“诱因原则”也好，仅仅是学者对既存法律制度的解释 ，不是法律制度本身。 不同的学说都只是对
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解，本身并不等于善意取得制度。善意取得起源于日耳曼法“以手护手 ”制度，“权利
外观原则”和“诱因原则”等学说都是后来才有的事儿，还有如取得时效说、权利外像说、权利赋权说、占
［21］

有效力说、法律特别规定说

、风险支配说［22］、防患成本说［23］等。 这些学说都可用以说明善意取得制

度的合理性，不能用来证明善意取得制度就是学说所说的那样 。 就脱离物不适用善意取得而言，可以
“诱因原则”解释，也可以风险支配、防患成本的角度解释［24］。如果脱离物交易可善意取得，会导致权利
［25］

人产生过高的监控成本

，社会总成本较高。 如果脱离物不适用善意取得，受让人交易时只需要付出

谨慎成本，社会总成本较低。凭什么说我国物权法有关动产遗失物的善意取得例外的规定是以“诱因
原则”理论作为基础的？ 就算是，又怎么得出我国物权法在动产不动产上适用的是两个善意标准的结
论？ 至于为何法律排除对非可归责于权利人的丧失占有的动产的善意取得 ，而未排除非可归责于权利
人的不动产登记错误的不动产的善意取得 ，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原权利人的归责可能性已经完全被
［26］

内化于不动产登记簿之中，根本没有单独考虑的必要

。其次，从不动产和动产本身的特性上，二者区

别对待也很有道理。非可归责权利人的动产丧失占有 ，是丧失了物本身，如果允许善意取得，则权利人
没有任何救济渠道。而不动产不可能遗失、被盗、被抢，登记错误，并不导致不动产本身的丧失，即使允
①

草案第 111 页原文使用“或者”逻辑上不通，“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适用结果必然是不知道并且不应当知道。否则的话，对

于本不应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但实际知道了的第三人，岂非也要视为善意。
有人补充解释“有无过失，在所不问”，见张利春： 《狭义民法解释学———以〈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为例》，载
② 此处的“不知情”，
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 46 卷，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23 页，恐怕超出了作者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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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非可归责于权利人的登记错误的不动产善意取得 ，如果处分人不能向第三人交付情况下 ，第三人仍受
让不动产，第三人的善意就大可怀疑，就不应使第三人善意取得。如果不仅不动产登记错误，而且权利
人又丧失占有，则虽然登记错误不可归责于权利人 ，则丧失占有可归责于权利人，当然应允许第三人善
意取得。比如出租人的房屋被承租人以虚假的材料骗取登记机关变更登记后出让于第三人 。 可见，不
动产未排除非可归责于权利人的登记错误的善意取得 ，恰恰说明不动产善意取得应采“不知且不应知 ”
标准。如此一来，不动产不排除非可归责于权利人的登记错误的善意取得 ，和动产排除非可归责于权利
人的丧失占有的善意取得，在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
( 四) 从比较法解释角度，德国民法不能作为解释我国不动产善意取得善意标准的依据
认为我国物权法区分动产善意取得与不动产善意取得的 ，一个惯常的论证方法是以德国民法为据 。
认为我国物权法大量参考借鉴德国民法 ，在研究物权法是否承认不动产善意取得与动产善意取得的区
［27］

分时，不能忽视作为“母法”的德国民法的规定

。有人通过比较法解释，认为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

［28］

条规定应与德国作相同解释

。其实就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而言 ，并无所谓的母法。 不仅动产与不动

产的善意取得统一规定在立法史上无先例 ，而且不动产善意取得还兼顾登记生效制 、登记对抗制及未登
记的不动产，也是我国特有。当然，不可否认，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有关动产善意取得和不动产善意取
得是在借鉴包括德国民法的外国立法例基础上所创立 ，但这并不能作为以德国法解释我国不动产善意
取得的理由。
首先，立法时参考德国民法不等于应以德国民法作为理解法律的依据 。 对于外国立法例与本国法
律解释之关系，常有本国法律“虽无明文，但应采相同解释”和本国法律“并无明文，不得为同一解释 ”的
［29］

不同论点

。按王泽鉴先生的观点，以外国立法例解释本国法律，不得逾越法规文义之范围，应斟酌法
［30］

律全体精神及社会情况而定

。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包括登记生效的、登记对抗的、未登记的三

类不动产的善意取得，我国不动产登记的社会情况与德国差距太大 ，作同一解释不妥当。
其次，
从逻辑上，
也得不出参考了德国民法就必然采用了德国民法的善意取得标准的结论，因为还有
一种可能： 我国物权法在充分参考了德国民法后认为德国民法的善意标准不完全适合我国，
进而作出了有
。
，
别于德国民法的选择 一个事实或许可以证明我国立法机关恰恰选择了后者 最早的学者建议稿曾仿照
德国民法第 892 条，
建议物权法规定的善意保护规则为： “以不动产登记簿为根据取得的不动产物权，不受
”①但自始至终，
任何人追夺。但取得人于取得权利时知悉权利瑕疵或者登记有异议抗辩的除外。
立法机关
未采纳这一建议。立法机关所公布的征求意见稿和各次审议稿，
从开始的明定“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
到最后改为“善意”，
显示了对于德国标准的明确拒绝态度。物权法立法中，
很多专家主张善意取得的适用
［31］

范围仅限于动产

［32］
，
有人建议删除物权法草案中善意取得制度中的“不动产” ，但立法最终不仅没有删

反而删除征求意见稿中的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条文。
除善意取得制度中的不动产，
再次，我国物权立法也参考了瑞士民法 ，瑞士民法也对动产善意取得与不动产善意取得分别规定，
但与我国物权法相反，瑞士民法的不动产善意取得明文采“不知且不应知”标准②，而动产的善意取得仅
规定为善意，对何为善意未明确规定③。这不意味着瑞士民法动产善意取得不考虑是否“应知 ”，只有在
［33］
第三人对其“不知”有理由的情况下，方能善意取得 。

立法本意如何，是一个事实问题，只能以证据说话，不能采用“应该如何 ”的证明方式。 按照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谁主张我国物权法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善意标准是“不知”，而不包括“不应知 ”，谁就必须
①

参见梁慧星：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十九条规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9 页； 另一学者建议稿对第三人善意采不

知且无重大过失标准，
见王利明主编： 《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1 年版，
第 20—21 页。
因而取得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人，均受保护。”第 974 条
② 瑞士民法第 973 条第 1 款规定： “出于善意而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
规定： “（ 1） 物权的登记不正当的，该登记对于知悉或应知悉该瑕疵的第三人无效。（ 2） 凡无法律原因或依无约束力之法律行为而完成的
登记，为不正当。（ 3） 因前款的登记使其物权受到侵害的人，得援引该登记的瑕疵，对抗恶意的第三人。”
并受占有规定保护的，即使该动产的让与人无此转让权，该善
③ 瑞士民法第 714 条第二款规定： “以善意将动产移转为自己所有，
意占有人仍取得该动产的所有权。”第 933 条规定： “凡以善意受让动产所有权或有限物权的人，即使转让人未被授予让与权，亦应保护
受让人取得该动产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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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物权法中找出相应的制度设计 。非常遗憾，所谓德国民法、理论学说、立法过程都是我国物权法
以外的浮云，推定力是在我国物权法之内，可惜与善意标准风马牛不相及。 由此可见，逻辑知识和能力
对于学术探讨是何等重要。
二、从立法论的角度，采何种善意标准更合理
( 一) 德国标准不可取
无论如何解释善意取得，都不应否认“权利外观原则 ”，区别只在于权利外观的限制条件。 不动产
善意取得应只保护信赖登记的受让人 。明知登记的权利与真实权利不符，无信赖可言，属于恶意取得，
不应受保护。德国的不动产登记公信力同样排除明知的恶意 ，在这一点上，各国并无区别。但在不明知
登记错误的情形下，每个人的信赖程度不完全一样，信赖程度在 0 到 100% 之间，有确信无疑者，有基本
相信者，有半信半疑者，有基本不信者，有完全不信者。主张采德国法对善意界定纯客观化的学者并未
［34］
领会德国法上善意要件客观化的真正含义 。 德国民法的善意要件客观化并不是建立在取得人信赖
［35］
上，而是超越了具体的信赖 。即使第三人怀疑不动产登记簿的正确性，或者是对不动产登记簿是否
［36］
正确持放任态度，甚至他根本不信任不动产登记簿的正确性，也不能动摇客观的权利外观 。 德国的

不动产登记公信力只要求“不知”，不要求“不应知”，不仅保护将信将疑者，而且保护基本不信者甚至完
全不信者，实际上已经违背了信赖保护的本质和意义 。瑞士民法和我国物权法，要求“不应知 ”，对信赖
程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能排除许多不信者，是真正意义的信赖保护。
更重要的是，所谓不知，很可能是因为举证困难导致的结果 ，受让人其实明知甚至是恶意串通的一
方，德国标准很容易成为当事人规避法律 、玩弄法律的工具。按德国标准，只有登记簿上存在异议登记
或者受让人明知登记簿上的记载不正确才排除善意 。但证明责任分配给主张登记错误的权利人，即使
受让人明知登记错误，只要权利人不能举证证明，仍不能否定受让人取得权利。而权利人举证证明受让
人明知，绝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按德国标准，即使无权处分人将不动产转移给自己的父母 、子女，权利人
也未必能证明受让人明知转让人是无权处分 ，允许这种明显可疑的受让人“善意 ”取得，缺乏合理性。
采“不应知”标准，增大了权利人证明受让人恶意的举证能力和范围，权利人可以各种并非直接的证据
证明“应知”，例如，受让人与转让人关系密切应该知道转让人没有房产 。 而且，证明责任也分配给了受
让人，受让人需要对权利人提供的“应知”证据提出反证，证明“不应知 ”，例如，受让人与转让人关系密
切的时候是有房产的。
德国标准即便在德国也不是没有争议的 。德国司法实践中，在存在重大过失之极端情形中，司法判
［37］
例就试图借助民法典有关权利不得滥用的条款施与救济 。大陆法系各国民法，除德国民法对不动产
善意取得采“不知”标准外，其他国家采纳的均为“不知且不应知”标准。有些国家是借鉴德国民法而制
订本国民法，为何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上未追随德国 ，而是选择“不知且不应知 ”标准①，也许自有其
道理，但德国标准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肯定是其中之一 。在借鉴德国民法的诸国中，我国对德国民法了
解最少，立法最为匆忙，学术底子最薄，所以，最迷信德国民法。迷信不需要知识的积累和独立的思考 。
( 二) 国情决定了应采“不知且不应知”标准
法律规则的选择，
需要借鉴国外同类问题的经验，但最重要的是考虑国情，因为法律规则的理解和运
用是在一个特定的国家空间之中进行的，客观环境制约着法律规则的实际作用。美国卓有成效的独立董
事制度在我国基本失效，
不是设计和引进者主观意愿所能改变的，
法律规则与环境的适应性是一个客观问
题。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反映在不动产登记上，
城市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已建
，
，
立基本的登记制度 而在农村 土地承包经营权基本上没有登记，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
屋所有权很少登记。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我国物权法第十四条才规定：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
”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表述内
和消灭，
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
自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时发生效力。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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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了有些不动产物权是法律不要求登记的或者可登记可不登记的，
所以，
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七条第一
：
“
”
。
款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
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二十九条有关土地承
包经营权的互换、
转让，
第一百五十八条有关役权的设立，均规定“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实行
我国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一百五十五条规定： “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
登记对抗。对于宅基地，
”“已经登记的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或者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
让，
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
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农村不动产物权多数未登记，
少数登记的在发生物权变动时也很少及时变更登
记，
在这种背景下，
采纳德国标准可以说是异想天开，
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
其实，不仅仅在农村，城市不动产登记同样也存在着不能采用德国标准的实际状况 。首先是土地登
记簿与房屋登记簿分属不同登记部门 ，而我国物权第一百四十六、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了房地一体处分，
不同登记部门各自登记容易造成房 、地不动产物权的冲突。其次是当事人采取欺骗手段和登记机关疏
［38］

漏造成的登记错误大量存在

，当事人的借名登记和夫妻一方登记相当普遍，还有非因法律行为而发

生的物权变动未及时办理登记。在登记本身缺乏足够的可信度的条件下 ，排除善意中的“不应知 ”除了
造成更多的混乱以外，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意义。
要求第三人“不应知”，并非要求第三人自行调查而发现登记簿错误。 有人认为由于法治不健全、
社会诚信度低，登记簿错误原因很多，第三人很难进行相应的调查，从而发现登记簿的错误。 通过给第
［39］

三人施加义务而将此种登记错误产生的风险完全转嫁到其身上 ，是不公平的

。这是对“不应知”的曲

解，“不应知”，是指“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情”，并不是要求第三人具体调查核实登记有没有错误，而可
通过一些客观的方式来判断。除受让人与转让人关系密切程度可以作为是否应知的一个判断标准外 ，
占有和交付情况可作为另一个实用的标准 。如果登记权利人不占有其出让的不动产，或不能向受让人
交付不动产，受让人即有理由怀疑登记不正确 ，何须调查。
另外，试图通过排除“不应知”来强化登记簿的公信力是徒劳的。 有人认为，考虑到我国不动产登
记簿的公信力尚未真正建立起来 ，应当采取强化登记簿的公信力的立场，不将“由于重大过失而不知 ”
［40］

作为排除善意的原因，使交易当事人更信赖登记簿的记载

。 这过于天真。 是的，法律规则不仅仅是

适应环境，也有改变环境的作用，但法律规则改变环境的作用是有限的 ，仅仅属于主观能动性意义上的
作用。法律规则永远不能改变超出其影响力的环境，很不幸，即便我国物权法只以“不知 ”作为判断不
动产物权取得的善意标准，也无法使百姓信赖并不那么可信的登记 。半个多世纪前就要求婚姻必须登
记，《婚姻登记管理条例 》甚至以取消事实婚姻的方式迫使婚姻登记①，可现实依然存在许多“非法同
居”。如果立法真采纳了如此少不更事的建议 ，对于现实中常有错误的不动产登记赋予德国式的效力 ，
其结果不会使第三人信赖登记，而是使第三人明知登记错误也放任不管 ，大胆进行交易，不知有多少新
的纠纷无端产生。
( 三) 司法实践已作出正确选择
我国司法实践也选择“知道或应当知道”的善意标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 试行） 》第十九条规定： “买受人信赖房屋登记簿中关于物权
登记的记载，不知道出卖人无处分权即推定买受人为善意 ，但确有证据证明买受人明知或因重大过失不
知房屋登记簿中物权登记错误或者登记簿中存在异议登记的除外 。房屋原权利人对于买受人为恶意负
有举证责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买卖与抵押 、租赁交叉纠纷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一
条第二款规定： “适用不动产抵押权善意取得制度，须注意把握抵押权人认定抵押权时的善意、合理价
以及办理不动产抵押权登记等法律要件 。其中抵押权人对不动产登记的信赖 ，一般情况下可构成善意，
但有证据证明抵押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抵押物的权利存在瑕疵的除外 。法官可结合抵押权人是否知道
抵押人对抵押物无权处分、交易是否符合习惯等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对于善意取得抵押权的善意标准
①

1994 年 2 月 1 日民政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第 24 条规定： “未到结婚年龄的公民以夫妻名义同居的，或符合结婚条件的

当事人未经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通知》进
一步明确指出： “自 1994 年 2 月 1 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未办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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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知道或应当知道”。与我国立法经常出现误信洋墨水书写出来的立法建议不同 ，我国司法实践的
指导意见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因而是最灵敏、最直接反映国情的意见。
三、善意的认定
( 一) 证明责任
判断第三人是否善意，首先是证明责任问题。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表述是： “受让人受让该不动
产或动产时是善意的 ”，不同于德国民法第 932 条第 1 款“非为善意的除外 ”。 有人认为德国民法的善
意是消极性构成要件，证明责任在否定第三人善意的权利人一方。 我国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
“善意”，属积极性构成要件，须由主张适用善意取得者承担证明责任［41］。这种解读缺乏依据。在我国，
判断善意的证明责任的分配，不能简单地从表述方式来判断，因为我国立法没有以立法语言表述方式表
达立法本意的习惯。如何分配证明责任，应从登记的推定力和社会效果加以判定 。物权法第 16 条已确
定登记的推定力，应推定信赖登记的第三人为善意，由否定善意的权利人承担第三人非善意的证明责
任。实践中，第三人要证明自己不知或不应知是非常困难的 ，如果将证明责任首先分配给第三人，那就
很少有善意取得能够成立。前述北京高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房屋原权利人对于买受人为恶意负有
举证责任”，是正确的。
( 二) 是否应实际查阅
有人认为判断是否善意，应以第三人是否实际查阅了登记簿为准。 怠于查阅的推定其不构成善
。这实际上修改了我国物权法的善意取得要件 ，将主观善意改成了法定的查阅义务 。 法定义务是

［42］

意

客观的，与主观善意性质不同，前者取代后者已不是民法学人认识的善意取得 。 有人质疑，在登记簿错
［43］
误的情况下，第三人未查阅登记簿，如何断定其是善意还是恶意 。 但这种担心是毫无必要的，别忘
了，不动产善意取得还有一个要件，是已经登记，如果第三人不相信不动产登记于处分人名下 ，其何以能
相信自己能取得登记？ 第三人不直接查阅，并不代表其不可以间接了解登记状况 。而且，第三人其实知
道或应该知道无权处分，但履行了查阅义务，是否仍属于善意取得？ 第三人真不知法律上有查阅义务而
未查阅，是否就由不知或不应知变成了知或应知 ？ 仔细想想，实际查阅解决的是处分人是不是登记权利
人的问题，与登记是否正确无关，只对处分人持伪造或失效的不动产权利证书进行处分有意义 ，而这种
情形下，第三人并不能取得物权，不存在善意取得的问题。对登记簿的信赖与是否进行实际查阅也没有
关系。相信登记为真，查不查都相信； 不相信登记为真，查阅了也不相信。 再说，查阅也不是那么容易
的，我国物权法第十八条规定： “权利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查询、复制登记资料，登记机构应当提
供。”但受让人在交易之前如何证明自己是利害关系人？ 证明不了，登记机关会一口拒绝。 建设部的
《房屋权属登记信息查询暂行办法 》、国土资源部的《土地登记资料公开查询办法 》，就没有给非权利人
查询留有余地。
( 三) 判断方法
动产和不动产的公示方式不同，必然导致动产的善意取得与不动产善意取得在构成要件上有所不
同，这些构成要件上的不同并不必然导致二者本质上的差异或者善意标准的不同 。 不动产善意取得的
善意标准应与动产一样采“不知且不应知”标准。 但是，不动产与动产同采“不知且不应知 ”善意标准，
并不代表二者的“不应知”的判断方法完全一样。 不动产与动产的特性、公示方式不同，判断第三人是
否善意也会有所差异。就不动产而言，可以结合占有、交付情况判断受让人是不是善意 。如果登记权利
人与占有人一致，或者登记权利人能向受让人现实交付不动产 ，受让人即可信赖登记没有错误。如果不
动产由非登记权利人占有，受让人可要求登记权利人作出合理解释并提交诸如租赁合同之类的文件 ，并
向实际占有人核实。通常情况下，受让人即使不是出于交易安全，仅仅是要了解不动产位置、结构、现
状，也会实地查看一下。司法实践已有类似的经验，如前述北京高法意见第 19 条规定： “房屋善意取得
以房屋所有权已经转移登记到买受人名下为生效要件 。房屋已经办理转移登记但尚未交付的不影响善
意取得的构成，但该事实可以作为判断买受人是否构成善意的因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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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od Faith Standard and Recognition of the
Bona Fide Acquisition of Real Estate
Meng Qinguo1

Jiang Guanghui2

（ 1，
2． Law School，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 430072）
Abstract： There are two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the requirements to the third party’s good faith of the bona fide
acquisition： one of those regards that the third party “doesn’t know and should not know”the unauthorized
disposal，just the same with the bona fide acquisition of movable． The other thinks that the third party only
“doesn’t know”is ok． From the view of interpretation theory，that the interpretation from literal，system and
logic of law，legislation，comparative law and so on should be made with the same interpretation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of movable． The German civil law and the theory should not be a basis of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view
of legislative theory，the German standard，which contraries to the essence and significance of trust protection，
ruled out the third party who should not know and，it protect the person who half believes，doesn’t believe or
absolutely not believes in the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From the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it is more reasonable to
adopt the third party should be “does not know and should not know”．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ose who negate the third party’s good faith shall bear the burden of proof of good-faith recognition． It is not necessary to
require the third party to actually refer to the registration． But the possession and delivery may serve as the
proof of determining good faith or not． The assignee is in good faith if the registration and the possessor are consistent，or registration can actually deliver the immovable property．
Key words： bona fide； real estate； registration； should not k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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