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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权冲突法中的意思自治与第三人利益保护
———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
周后春
（ 广州大学 法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要： 物权法在本质上属于强行法的范畴，但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任意法性质，涉外物
权的法律适用亦可在一定范围内适用意思自治原则。但基于物权的绝对权、对世权性质，涉外物权法律
摘

关系在适用意思自治原则时应同时注意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从而维护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 我国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应作出相应的完善，在规定意思自治原则的同时应关注第三人利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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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于 2010 年 10 月通过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五章规定了物权，该法在动产物权法律
适用中首次引入了意思自治原则 。 其中第三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动产物权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动产所在地法律 。第三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运输
中动产物权发生变更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运输目的地法律。该法颁布前后，关于在物
权法律适用中是否应当规定意思自治原则及应当如何规定意思自治原则的问题在学界一直存在很大的
争议，有的观点认为应当扩张意思自治原则的适用范围 ，在涉外物权法律适用中规定意思自治原则 。有
的观点则认为在涉外物权法律适用中不应当规定意思自治原则 ，甚至认为在物权法律适用中规定意思
自治原则是一条错误的规定。那么，在涉外物权法律适用中是否可以规定意思自治原则？ 涉外物权法
律适用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应当受到哪些限制 ？ 本文主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并对我国《涉外民事关
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关于意思自治原则的规定进行评析 ，以期能进一步澄清物权冲
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完善我国涉外物权法律适用中有关意思自治原则的相关规定 。
一、物权冲突法中意思自治原则之理论分歧
在传统物权冲突法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法律适用规则是物之所在地法原则 ，在当代国际社会，虽然物
之所在地法原则依然是涉外物权法律适用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法律适用规则 ，但有些国家的国际私法立
法在物权法律适用的某些方面陆续规定了意思自治原则 ，其中主要表现在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适用和
运输中物品物权的法律适用。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七、第三十八条分别对动产物权
的法律适用和运输中动产物权发生变更适用的法律中规定了意思自治原则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
适用法》在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中规定了意思自治原则之后，国际私法学界对动产物权法律适用中是
否应当规定意思自治原则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国内学者有的认为是“创新”，有的认为是“冒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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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说在国际研讨会上有的外国学者也对这一规定感到困惑 。 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我国《涉外民
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上，允许当事人先协议选择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 ，这是一个

创举，是充分考虑动产的种类繁多，动产物权的变动常常与商事交易相连 ，且交易条件和方式多种多样
［2］
等原因所作出的安排 。有的学者则持否定态度，认为物权冲突法中不宜规定意思自治原则。 如我国
有的学者认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七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动产物权适用的法律 ”是
一条不合理乃至错误的规定。动产物权准据法是不能由双方当事人协议选择的，否则将有违“物权法
定”原则； 况且动产物权关系所体现的往往是某一权利人 （ 如所有人） 对物（ 动产） 的支配权关系，并不涉
及特定相对人（ 从而区别于债权关系 ） ，而对于某一动产的所有权是否属于某人的问题，该人自己是决
定不了的（ “物权法定”原则） ，又怎能“协议选择 ”动产所有权的准据法呢？ 何况他自己一个人由于没
［3］
有具体的、特定的相对人根本无法“协议选择 ” 。 还有的学者认为，意思自治原则最大的弊端就在于
它会导致物权准据法的分割。判决域外执行困难，比如当事人针对位于我国境外的物在我国法院提起
物权诉讼，如果当事人选择适用我国法律作为准据法 ，我国法院会面临我国法律与物之所在地国法律相
冲突的难题。如果当事人针对位于我国境内的物在我国法院提起物权诉讼 ，并协议选择外国法律作为
准据法，我国法院此时需要查明该外国法律并准确适用 。查明外国法律的内容与域外调查取证一样 ，都
是我国法院在审理涉外案件中最为棘手的难题 。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的
物权意思自治原则并不符合国际上的发展趋势 ，也严重违背了《物权法》第五条所规定的“物权法定 ”原
则。国际上的理论与实践也证明了该规定的不可靠性 。更为重要的是，物权自由主义可能危及我国的
［4］
国家安全 。还有的学者认为，《法律适用法 》让自由主义重生，这与我国现行物权法的基本原则背道
而驰，也与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谨慎做法相去甚远 。第一，物权的法定性、绝对性、对世性和公示性，都
要求物权的法律适用只能受物之所在地法支配 ，而不能任由当事人约定。物权是对世权，可以对抗一切
人，包括第三人。因此，第三十七条所规定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动产物权适用的法律 ”中的“当事
人”就无法特定。第二，第三十七条的规定与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定并不配套 。 第
［5］
三，物权领域引入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国外立法例极少 ，且多有限制，司法现状亦不容乐观 。
从以上有关否定在涉外物权法律适用中引入意思自治原则的观点来看 ，其否定的理由主要是认为

涉外物权法律适用中的意思自治原则有违物权法定原则 ，物权关系由于没有特定的相对人，从而无法进
行协议选择。意思自治原则会导致准据法的分割 ，判决域外执行困难，外国法适用上的困难。意思自治
原则与我国现行法律中关于动产物权变动的规定不配套 ，意思自治原则并未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采纳 。
对于这些否定的观点，笔者认为，深入分析物权法定原则及物权的性质 ，我们可以发现，在涉外物权
法律适用中引入意思自治原则并不必然与物权法定原则及物权的性质相抵触 ，涉外物权法律适用在一
定范围内是可以引入意思自治原则的 。对于物权法定原则，有些国家如德国、法国、瑞士等虽然没有在
其立法中明确规定物权法定原则 ，但在理论与实践中都是坚持物权法定原则的 。 有些国家则在其立法
中明确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如《日本民法典 》第 175 条规定，物权，除本法及其他法律所定者外，不得
创设。但不管一个国家是否在其立法中明确规定物权法定原则 ，各国在物权法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
任意性规定，根据这些任意性规定，有些物权法问题是可以由当事人约定的 ，如《日本民法典 》第 176 条
规定，物权的设定移转，只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法国民法典 》第 579 条规定，用益权依法
律规定或人的意思而设定。第 1583 条规定，当事人就标的物及其价金相互同意时，即使标的物尚未交
付、价金尚未支付，买卖即告成立，而标的物的所有权亦于此时在法律上由出卖人移转于买受人。《意
大利民法典》第 1376 条规定，在以特定物所有权的转移、物权的设定或转让或是其他权利的转让为标的
的契约中，所有权或其他权利根据当事人合法意思表示的效力而发生转让和取得 。 对于我国《物权法 》
中的任意性规定，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对于交易关系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物权法 》采取的协调策略与
合同法是一致的，即遵循意思自治原则，主要依靠任意性规范进行调整。 任意性规范，即得通过当事人
［6］
的约定排除其适用的法律规范。该类规范属于物权法中最为重要的规范类型 。 在立法中，我国《物
权法》中有些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当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 如我国
《物权法》第八十条、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七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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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对于物权法定与意思自治的关系 ，我国有的学者认为，物权法多为强制性规定，极少允许当事人在
法律规定之外“另行约定”，由此形成物权法背离私法自治的现象 ，尤其是私法自治原则，似将物权法之
强行性格推至极端。但细加分析，结论有可能与此种表面印象完全相反。 简单地以债权种类创设上的
自由与物权种类创设上的不自由加以类比 ，进而得出“债权法是任意法，物权法是强行法； 债权法实行
［7］
私法自治，物权法不存在私法自治 ”的结论，显非妥当 。 私法自治在物权法中有诸多体现，如对于物
权之变动方式，我国民法规定动产所有权变动方式得依当事人意思而定 ，或以合同成立为准，或以所有

权变动条件成就为准，如当事人无特别约定，则以动产之交付为准。 在法国民法中，不论是动产还是不
动产，都可以依照当事人的意思而变动所有权 。我国有学者认为，我国民法并不限制当事人在动产物权
变动方式上的选择自由。 为此，我国物权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不应包括法律对物权变动形式的限
［8］
制 。还有的学者认为，物权法大部分属于强行法，但并非完全排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有法律直接
规定当事人的约定优先于法定。物权法虽为强行法，但同为私法组成部分的物权法，也必然贯彻意思自
［9］
治的品质 。由此可见，物权法虽然在本质上属于强行法，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意思自治，物权法定与
意思自治并不矛盾，既然在物权法上存在意思自治，那么在涉外物权法律关系中就应该允许存在法律选
择的意思自治原则，因为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理论基础就是“私法自治 ”理论。 我国有学者认为，私法、公
法的划分，即使在以后更发达的社会，仍将存在并有必要。这是因为，如果不承认私法，不承认私法权利
可由权利人自由处分，就会根本没有市场经济存在的余地 。这就产生了“契约自由 ”的制度，而“意思自
治”或当事人可自由选择支配合同的法律 ，正如当事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可自由处置自己的
［10］
实体民事权利一样，是无可非议的 。我国还有的学者认为，“私法自治 ”的理论在今天的情势下重新
提起，有助于我们把本该由私方当事人自主约定之事项从国家强制性法律规范中解放出来 ，对这些事项
宜制定大量的任意性规范。既然是任意性规范，则可留待当事人自主确定适用与否及其适用范围 ，也可
［11］
由当事人选择另一国法律作为准据法 。我国还有的学者认为，意思自治是私法自治原则向国际私法
领域的延伸，民法体系中私法自治越是充分的领域 ，即任意性规则为主强制性规则为辅的领域，其所对

应的国际私法领域就越容易承认意思自治 ； 相反，私法自治越是薄弱的领域，即强制性规则为主而任意
［12］
性规则为辅的领域，其所对应的国际私法领域就越难承认意思自治 。 由上可见，法律选择中意思自
治原则的理论基础在于私法自治 ，既然物权法在某些方面存在意思自治的空间 ，因此，涉外物权法律关
系的某些方面适用意思自治原则是符合物权法定原则与物权法本身的性质的 。 而物权主体没有具体
的、特定的相对人根本无法“协议选择 ”的问题，笔者认为，对于物权法的调整范围，传统物权法主要调
整静态的物权关系，基本不涉及物权的变动等动态物权问题 ，但当代各国物权法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
物权法不仅调整静态物权关系，也调整部分动态物权关系。我国有学者指出，可以把物权法的基本范畴
归纳为如下三点： 1． 规范静态的物权关系，即根据本国的国情确定物权的具体种类以及内容； 2． 规范物
权的动态关系，即建立物权设立、移转、变更与废止的具体制度； 3． 保护交易中的第三人。这三项基本范
［13］
畴也是物权立法的基本任务，他们贯穿了物权立法的始终 。 由于物权法不仅调整静态物权关系，也
调整动态物权关系，因此，在有关物权变动的法律关系，尤其是基于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的法律
关系中，是必然会存在双方当事人的，因而也就不存在无法协议选择的问题 。 事实上，从我国《物权法 》
的相关规定来看，《物权法》中存在大量有关动态物权关系的规定 ，如我国《物权法》第十五条、第二十四
条、第八十条、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五十八条等。对于意思自治原则会导致准据法的分割 ，判决域外
执行困难，外国法适用上的困难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是冲突规范在适用中都可能会面临的共同
问题，如果以这些理由否定物权法律适用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则无异于否定了整个冲突法。
对于物权冲突法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物权冲突法确实有正当的依据引入意思自
治，但应受到两项较大的限制： 第一，意思自治只适用于动产物权关系，而不适用于不动产物权关系； 第
二，意思自治只适用于双方物权争议 ，而不适用于涉及第三人的三方物权争议 ，即不能对抗第三人，只要
是涉及第三人的三方物权争议，除非第三人同意适用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法律 ，否则就应回复适用
［14］
物之所在地法 。笔者认为，物权冲突法中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的理论基础在于物权法的一定程度的任
意法性质，意思自治原则仅应在任意法的范围内适用 ，即使是有关当事人之间的物权争议也应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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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区分物权法中的强制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而统一适用意思自治原则显然与物权法的强行法特
征，与物权的绝对权性质不相吻合。此外，即使是当事人之间就彼此之间的物权问题约定了应当适用的
法律，但如果涉及相关的强制性规则，法院地国法院也可能会基于直接适用规则或公共秩序保留而排除
适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将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一国强制性规则的减损 ，前景并不
［15］

令人乐观

。对于物权冲突法中意思自治原则与物权法定的关系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涉外民事关系

法律适用法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动产物权适用的法律的规定 ，和物权法物权法定的规定是一致的 ，允许
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不是允许当事人任意创设一种物权种类或者物权内容 。 选择适用的法律
［16］
可能是本国法，也可能是外国法，但都是法律 。笔者认为，当事人选择外国法的内容并不是没有任何
限制的，允许当事人在强行法的范围内选择外国法 ，允许外国法调整发生于一国境内的强制性物权关系

与物权法定原则是不吻合的，也不符合物权法的强行法特点与物权的对世权 、绝对权性质。
二、物权冲突法中意思自治原则之立法模式
部分国家的国际私法在物权法律适用中规定了意思自治原则 ，立法中，关于意思自治原则的规定主
要有三种立法模式，第一种是对当事人选择的物权准据法所支配的物权范围不加限制 ； 第二种是当事人
选择的物权准据法所支配的物权范围仅限于物权的产生和消灭或者是物权的变更 ； 第三种是当事人选
择的物权准据法所支配的物权范围仅限于物权的产生和消灭 ，且不得对抗第三人的利益。
在第一种立法模式中，如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三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
动产物权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动产所在地法律。《罗马尼亚国际私
法》第 53 条规定，运输中的物受发送地国法律支配，但以下情况除外： 有关当事人基于第 73 条和第 74
条选择适用另一国法律。《白俄罗斯共和国民法典 》第 1122 条规定，因法律行为而处于运送中的动产
的所有权与其他物权，在运送期间依该财产始发地国法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吉尔吉斯共和
国民法典》第 1196 条规定，因某法律行为而处于运输途中的动产的所有权与其他物权 ，由该财产发运地
国法支配，但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法典 》第 1110 条规定，因法律
行为而处于运输途中的动产的财产权和其他物权 ，法律行为当事人未协议选择时，依发运地国法。《阿
塞拜疆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的立法 》第 22 条规定，处于运输途中的动产所有权及其他绝对权，依照该
物之运输目的国法，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在第二种立法模式中，如《白俄罗斯共和国民法典》第 1120 条规定，作为法律行为标的之财产的所
有权与其他物权的产生与消灭，依法律行为实施地法，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摩尔多瓦共和国民
法典》第 1602 条规定，作为交易标的之物的所有权与其他物权的取得与消灭 ，依照适用于该交易的法律
确定，但当事人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该法典第 1605 条规定，对于因交易而处于运输途中之物而言 ，其
所有权与其他物权的产生与消灭 ，依该物之发运地国法确定，除非当事人协议另有约定。《吉尔吉斯共
和国民法典》第 1194 条规定，构成法律行为对象的财产的物权的产生与消灭 ，由该法律行为实施地国法
支配，但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亚美尼亚共和国民法典 》第 1277 条规定，作为交易标的
的财产的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产生和终止 ，依照适用于该交易的法律确定，但当事人协议另有约定的除
外。该法典第 1279 条规定，对于因交易而处于运输途中的动产而言，其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产生和终
止，
依该财产发运地国法确定，但当事人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民法典 》第 1108 条
规定，作为法律行为根据的财产的物权的产生和消灭 ，依该法律行为完成地国法，但法律行为当事人另
有约定的除外。《立陶宛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章国际私法第 1． 49 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根据物的发
运地国法、目的国法或者支配法律行为的法律规定 ，协议选择支配动产权利的产生及消灭的准据法 。我
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运输中动产物权发生变更适用的
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运输目的地法律。
在第三种立法模式中，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1210 条规定，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适用于动产的
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产生和消灭 ，但不得损害第三人的权利。《立陶宛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章国际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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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49 条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根据物的发运地国法 、目的国法或者支配法律行为的法律规定 ，协议选
择支配动产权利的产生及消灭的准据法 。 合同当事人对准据法的选择不得对抗第三人。 该法第 1． 51
条规定，权利、有价证券及债权的抵押，依合同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律，除非所选择的法律用于对抗第三
人。《瑞士国际私法》第 104 条规定，对于不动产物权的取得与丧失，当事人可以选择适用发送地国法
律、目的地国法律或者支配致使物权取得与丧失的法律行为的法律 。此项法律选择不得用以对抗第三
人。该法第 105 条规定，债权、有价证券或其他权利的质押，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 此项法律选择不
得用以对抗第三人。
对于以上三种有关物权冲突法中意思自治原则之立法模式 ，笔者认为，第一种立法模式对当事人选
择的物权准据法所支配的物权范围不加任何限制是不可取的 。 物权法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任意法性
质，存在一定数量的任意性法律规范 ，但本质上仍然属于强行法，大多数规范仍然是不允许当事人随意
改变的； 物权法定原则下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例外 ，但物权法定原则仍然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因此，
在涉外物权法律适用中，由当事人选择法律支配物权关系的所有方面显然与物权法的性质与特征不相
吻合。第二种立法模式将当事人选择的物权准据法所支配的物权范围仅限于物权的产生和消灭或者是
物权的变更。这种立法模式主要取决于一国物权法对有关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选择 。现代各国物权立
法基于法律行为而发生的物权变动主要有三种模式 ，即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形式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
债权意思主义变动模式是指物权变动基于当事人关于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即可发生 ，不需要其他外在
的公示形式。物权变动的公示只是物权变动发生的对抗要件 ，而不是生效要件。债权意思主义被法国、
日本等国家的立法所采纳。物权形式主义变动模式是指物权变动不仅要有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 ，而且
还要有一定的外在表现形式，即物权变动的公示。这一模式主要为德国民法所采纳。 债权形式主义变
动模式是指物权的变动除需要债权合意外 ，还需要登记或交付的法定形式才能发生物权变动 ，但不需要
专门的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这一立法模式为奥地利、瑞士、韩国及拉美的一些国家所采纳。在债权意
思主义立法模式下，由于有关物权变动的法律规范属于任意性规范 ，因此，有关涉外物权变动的法律选
择是可以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 ，但基于物权的绝对权性质，当事人所做的法律选择不能对抗物之
所在地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在物权形式主义和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下 ，由于有关物权
变动的法律规范属于强行法规范 ，因此，不应允许当事人自行进行法律选择，而应适用物之所在地法。
第三种立法模式将当事人选择的物权准据法所支配的物权范围仅限于物权的产生和消灭 ，且不得对抗
第三人的利益。如果一国有关物权的产生和消灭的法律规范属于任意性规范 ，则这种立法模式是与物
权法的性质与特征比较吻合的。
对于物权冲突法中有关意思自治原则的立法实践 ，还应当指出的是关于担保物权的法律适用问题 。
对于担保物权的性质，国际社会的立法实践很不一致。对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的定性，德国支系国家
的物权立法大多认为这些权利属于物权 ，将它们统一规定在民法物权编中，而法国支系国家的民事立法
则大多认为这些权利属于债的担保形式 ，通常将它们规定在取得财产的各种形式或者债与合同之中 。
在将担保权定性为债权的国家中 ，由于这些国家的立法规定合同债权主要适用意思自治原则 ，因此，担
保权就有可能因此而适用意思自治原则 。此外，随着当代物权法的新发展，不断出现一些新的物权客体
以及新的物权类型，如有的国家在物权法律适用部分规定了有价证券和货物所有权保留的法律适用 ，并
在这些物权的法律适用中规定了意思自治原则 。 如对于有价证券的法律适用，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
联邦法》第 106 条规定： 1． 货物证券是否代表货物，由该证券所指的法律决定。证券未指定任何法律时，
则适用签发人营业所所在地国家的法律 。2． 证券代表货物时，与该证券及货物有关的物权由该证券作
为动产所应适用的法律支配。3． 如果有多个当事人直接或基于货物证券主张对货物享有物权 ，则由货
物本身应适用的法律决定何种权利优先。《罗马尼亚关于调整国际私法关系的第 105 号法律 》第 59 条
规定，在有价证券上所标注的法律适用于对于体现其中所表示的货物的有价证券是否存在限制条件 。
如果没有标注，则有价证券的性质由发行企业所在国法律确定 。如果证券与货物相符，则相应货物的物
权应适用的法律为从性质上将有价证券作为动产并适用于该有价证券的法律 。再如货物所有权保留的
法律适用，荷兰王国《2008 年 2 月 25 日关于调整有体物、债权、股票以及簿记证券物权关系的法律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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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令》第 3 条第 1 款规定，保留财产所有权的物权法后果，
由该物在交付时的所在地国法调整。但这不
影响保留所有权条款的准据法所规定的债权债务关系。该条第 2 款规定，
尽管有第 1 款第 1 句的规定，若
某出口物的目的国法规定所有权保留的效力至货款清偿时终止，则当事各方可协议选择该法支配该物所
有权保留的物权法后果。仅当该物已实际运抵指定的目的国时，
方可考虑该协议。该条第 3 款规定，
如果
某物系出于在外国租赁使用，
则租赁该物的物权法后果，适用前述各款规定。《罗马尼亚关于调整国际私
法关系的第 105 号法律》第 54 条规定，出口物品所有权之保留，其条件及效力适用出口国法律，当事人另
有约定的除外。笔者认为，
新的物权客体及物权类型的出现使得物权和债权的界限不断模糊化，
出现了债
权物权化及物权债权化的倾向，
如关于货物所有权保留，
有的国家立法将其规定在民法物权编中，
有的国
家立法则将其规定在民法债权编中，
对于货物所有权保留中买受人期待权的性质，
有的认为是一种物权，
有的则认为是一种债权。由于债权物权化和物权债权化的倾向，使得债权法律适用中的意思自治原则有
可能适用于物权法律适用中。正如我国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古老的“物之所在地法”作为物权领域法律适
用的主要原则得到了各国的广泛认可，但近年来这一原则也受到了来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冲击。究
其原因主要来自两方面： （ 1） 一些“物”本身具有特殊性或处于某种特殊状态。（ 2） 物权和债权具有与生俱
［17］
来的关联，
在与债权密切相关的一些问题上，
有引入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可能 。
三、物权冲突法中的意思自治与第三人利益保护
如前所述，笔者认为物权冲突法中的意思自治存在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同时，物权冲突法在规
定意思自治原则的同时应考虑到物权法的性质 ，应同时照顾到第三人的利益。物权是一种绝对权、对世
权，具有排他性。为了维护第三人的利益，物权法坚持公示与公信原则，通过对动产的交付与不动产的
登记完成对物权的公示，对动产的占有可以推定占有者享有权利 。一旦当事人变更物权，依照法律规定
进行了公示，则即使依公示方法表现出来的物权不存在或存在瑕疵 ，但对于信赖该物权的存在并已从事
［18］
了物权交易的人，法律仍然承认其具有与真实的物权存在相同的法律效果，以保护交易安全 。 在涉
外物权法律关系中，如果当事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选择国外的物权法 ，而国外的物权法与国内的物权
法所规定的内容可能会不一样，对于选择外国物权法的当事人而言 ，他们也许知晓外国物权法的内容，
但对于涉外物权法律关系的第三人而言 ，第三人可能并不了解物之所在地法以外的国家的物权法的相
关内容，如果要求第三人也适用当事人选择的法律 ，则不仅加重了第三人的负担，而且还会影响交易效
率，扰乱市场秩序，损害交易安全，同时也与物权法的公示与公信原则不相符 。因此，当事人所选择的法
律不能对抗第三人，除非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当事人所做的法律选择 。否则，对于物权变动中的第
三人而言，其仍然只能适用物之所在地法。
在物权冲突法中规定意思自治原则的同时注重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在国际社会的国际私法立法
中已有先例，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 1210 条，《立陶宛共和国民法典》第二章国际私法第 1． 49 条、第
1． 51 条，《瑞士国际私法》第 104 条、第 105 条的规定。事实上，不仅是物权冲突法在规定意思自治原则
时注重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在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适用中，由于涉及物权问题，许多国家的立法在规定
意思自治原则的同时也会考虑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 。 如德国《民法典施行法 》第 16 条规定： 1． 如果婚
姻在财产法上的效力受其他国家法律的支配 ，并且夫妻一方在德国有惯常居所或者在德国从业 ，则相应
适用《民法典》第 1412 条之规定； 外国的法定财产制视同合同财产制 。2． 在德国实施的法律行为，适用
《民法典》第 1357 条之规定； 位于德国的动产适用《民法典 》第 1362 条之规定； 在德国的从业活动适用
《民法典》第 1431 条和第 1456 条之规定，前提是这些规定比外国法对善意第三人更有利。《立陶宛共
和国民法典》第二章国际私法第 1． 28 条规定，夫妻共同财产的契约性法律效力，由协议选择的国家的
法律支配。通过协议选择的准据法，若第三人对协议的事实已知晓或理应知晓 ，则对第三人适用。《瑞
士国际私法》第 52 条规定，夫妻财产关系，依照夫妻双方所选择的法律。该法第 57 条规定： 1． 夫妻财产
制对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的效力 ，适用该法律关系产生时该夫妻一方的住所地国法律 。
2． 如果第三人在该法律关系产生时已知晓或理应知晓夫妻财产关系的准据法的 ，则该法律应予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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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共和国《关于国际私法的法典 》第 81 条规定，如果夫妻间的财产关系应以所选择的外国法为
准，则仅在第三人知晓适用该法律或者由于自身的疏忽而未能知晓时 ，这种法律选择方可对抗第三人。
对于不动产物权，仅在该物权符合物之所在地国法所规定的注册要求时 ，方可对第三人提出抗辩。《意
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第 30 条规定，夫妻双方可以书面约定，其财产法律关系受至少夫妻一方的
国籍国法或至少夫妻一方惯常居所地国法支配 。如果夫妻间的财产关系受外国法支配，则只有当第三
人知道该法律关系，或者由于自身过错而未能知道时，该法律关系才可以被用来抗辩第三人 。对不动产
物权而言，此种抗辩只有在物之所在地国的公示规定得到遵守的情况下 ，才可适用。 此外，《比利时国
际私法典》第四节规定了夫妻财产制的准据法 ，该法第四节第 54 条规定了对第三人的保护。
四、我国物权冲突法中有关意思自治规定之评析与完善
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在第五章物权中规定了意思自治原则，对于这一立法规定，我国
有的学者提出了批评，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一条错误的立法规定 。提出批评的学者主要是认为在物
权冲突法中规定意思自治原则与物权法定原则相违背 ，不符合物权的对世权、绝对权性质，与物权法的
强行法特征不相吻合。笔者认为，对于物权冲突法中是否规定意思自治原则主要应考虑一个国家立法
对物权法性质的定性，如果物权法中存在部分的私法自治空间 ，存在一些任意性的立法规定，那么，在任
意法的范围内规定意思自治也是符合物权法的性质的 。就我国物权立法来看，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物权
法的强行法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我国《物权法》第五条“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 ”明确规定了物
权法定原则。但我国《物权法》也不排除在部分问题上存在意思自治的空间 ，有些法律条文明确规定当
事人“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 如我国《物权法 》第八十条、第九十六条、第
九十七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七十三条等。 此外，我国《物权法 》第十五条规定了物
权变动的区分原则，该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
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 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效力。 第二十四条
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一百
二十七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设立 。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地役权自地
役权合同生效时设立。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地役权登记； 未经登记的，不得对抗善
意第三人。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不得留置的动产 ，不得留置。对于物权法中
所规定的任意性规则，笔者认为应该是允许适用意思自治原则的 ，但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不能对抗第三
人，除非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当事人所做的法律选择 。就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三十
七条、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而言，动产物权法律适用中的意思自治原则也应仅适用于有关动产物权的任意
性规则的范围之内，对动产物权法的性质不加区分，统一适用意思自治原则显然与物权法定原则相违
背，不符合物权法的强行法性质。对于动产物权的设立与物权的种类及内容，我国《物权法 》规定了物
权法定原则，不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因此，涉外动产物权的设立以及物权种类和内容 ，自然不允许适用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对于动产物权的保护，从各国及我国物权立法来看，也均属于强行法的范畴，也
不应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当然，如果动产物权的保护与侵权行为、不当得利等法律关系相竞合而适用
其他法律适用规则，则可以适用其他法律关系所规定的相应的法律适用规则 。对于动产物权的变更，我
国《物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根
据该条规定，动产物权的变动属于强行法，不允许当事人任意约定。 但我国《物权法 》在第二十五条、第
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又规定了观念交付的方式，使得物权变动又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任意法色彩 。 此
外，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二条和《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均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交付时起转移，
但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这一规定使得我国立法有关货物所有权转移的规定带有一
定的任意法色彩。对于物权变动的法律性质，笔者更倾向于将物权变动作出任意性的立法规定，因此，
在国际私法立法中，笔者认为可以在动产物权变动领域中规定意思自治原则 ，但在规定意思自治原则时
应考虑到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当事人所做的法律选择不能对抗第三人 ，除非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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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所做的法律选择。综上，笔者认为，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三十七条可修改为，当事
人可以协议选择动产物权变更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所做的法律选择不能对抗第三人 ，除非第三人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当事人所做的法律选择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法律事实发生时动产所在地法律。 第三
十八条可修改为，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运输中动产物权发生变更适用的法律 ，当事人所做的法律选择不
能对抗第三人，除非第三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当事人所做的法律选择 。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运输目
的地法律。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即便是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 》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暂时
不作出修改，其法律适用的后果也并不需要过分担忧 ，因为第一，物权法领域的重点在于不动产物权 ，动
产物权的种类和客体范围都十分有限 ，对社会的影响力远不及于不动产。第二，基于物权法的强行法与
物权的绝对权性质，如果当事人就动产物权的法律适用选择适用外国法 ，法院地国也可以以公共秩序保
留为理由排除外国法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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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onomy in Ｒeal Ｒight Conflict Law and Protection
of the Third Party’s Interest
—An Analysis of article 37 and 38 of the Law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for Foreign-related Civil Ｒelations of the People’Ｒepublic of China
Zhou Houchun
（ Law school，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Ｒeal right law basically belongs to mandatory law，but there are some permissive natures to some extent． Foreign-related real right can apply autonomy principle in some aspect． By reason of the nature of absolute
right and right to the world，foreign-related real right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rest of the third party in
application of autonomy，so as to protect the normal market order． The law of the application of law for foreignrelated civil relations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should modify accordingly，which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rest of the third party in application of autonomy．
Key words： real right； conflict law； aut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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