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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认所有人抵押权的必要性

抵押权, 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移转占有而提供担保的财产, 以其变价金受

优先清偿的权利。抵押权是依照法律规定而由当事人约定的、用以担保债权清偿而直接支配标

的物的担保物权。〔1 〕抵押权为他物权, 其标的以他人所有的不动产、动产或者权利为限, 物的

所有人不得在自己所有的物上为自己的债权设定抵押权。但所有人抵押权, 是指所有人在自己

的所有物上存在的抵押权。所有人抵押权以所有人自己的财产为标的, 构成抵押权的特例。

所有人抵押权存在的合理性或者基础, 在于抵押权行使的次序性。抵押标的物应当以债务

人或者第三人所有的财产为限, 债权人自己所有的财产不得为抵押权的标的。但是, 在同一标

的物上设定有数个抵押权时, 各抵押权的效力以抵押权人取得抵押权的先后次序确定; 设定在

先的抵押权, 优先于设定在后的抵押权; 同时设定而发生的抵押权, 效力相同。为防止先次序抵

押权消灭时, 后次序的抵押权人主张权利, 以致所有权人的权利被后次序抵押权人追夺的结果

发生, 德国民法以所有人抵押权的取得制度, 使所有权人保留抵押权。〔2 〕法国、日本民法实行

抵押权的次序升进主义, 即先次序的抵押权消灭时, 后次序的抵押权因先次序抵押权的消灭而

依次递升其次序。〔3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未明文规定抵押权的次序升进主义, 但实务和理论通

常认为台湾民法采取抵押权的次序升进主义。在这种情形下, 当抵押权和所有权发生混同时,

为防止后次序的抵押权升进次序, 以致所有权人的正当利益被追夺, 以所有人抵押权固定后次

序抵押权。

承认所有人抵押权, 有助于保护所有权人的利益, 并防止后次序的抵押权人取得不当利益

的机会, 避免先次序抵押权人和后次序抵押权人之间发生利益失衡现象。抵押权的行使具有次

序性和不可分性, 先次序抵押权消灭的, 后次序抵押权可对抵押物的全部行使权利。当先次序

的抵押权和所有权发生混同时, 作为他物权的先次序抵押权归于消灭, 但我们不能不考虑先次

序抵押权人在其抵押权和所有权发生混同后的利益保护问题。例如, 甲方对乙方享有债权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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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不得发生。例如, 建筑工程承包人的法定抵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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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由丙方以其所有的财产向甲方提供抵押; 其后, 丙方以同一财产为丁方的债权提供抵押。甲

方对抵押物享有先次序抵押权。若甲方取得属于丙方所有的抵押物的所有权 (不论取得原因如

何) , 则甲方所享有的先次序抵押权应当归于消灭。丁方以其所享有的后次序抵押权 (不论是否

升进位次) , 在丁方的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 可以对甲方取得所有权的抵押物的全部行使其抵

押权。丁方仅仅因为甲方的先次序抵押权与所有权发生混同, 而取得对抵押物的全部行使抵押

权的机会, 并无不可。但是, 若抵押物的价值低于丁方的债权, 甲方取得所有权的抵押物将全部

被追夺; 当甲方的债务人乙方不履行债务时, 甲方面临债权实现不能以及自己所有的抵押物被

丁方申请执行的双重危险。依照抵押权的一般制度, 否认甲方对抵押物的先次序抵押权, 甲方

和丁方之间的利益显然失衡: 丁方仅仅因为甲方的先次序抵押权与抵押物的所有权发生混同

而取得应当属于甲方的利益, 在事实上造就了甲方利益的丧失和丁方利益的取得不合理, 在观

念上违反公平。因此, 有学者认为, 抵押权与所有权发生混同时, 若使抵押权归于消灭, 且递升

后次序的抵押权人之次序, 等于牺牲了所有权人的利益, 增加了后次序抵押权人取得不当得利

之机会。〔4 〕在上例情形下, 承认甲方的所有人抵押权, 甲方得以保有其先次序抵押权效力所及

范围内的抵押物的利益免受丁方追夺, 丁方在甲方的先次序抵押权利益得以满足前, 不得对抵

押物的全部主张其后次序抵押权, 可以彻底避免甲方和丁方之间发生利益失衡。

承认所有人抵押权, 是健全抵押担保制度的一个环节。首先, 承认所有人抵押权是完善我

国他物权制度的一个方面。抵押权为他物权, 因抵押权人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而消灭, 但这一

原理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例如, 日本民法典第 179 条规定:“同一物的所有权及其他物权归属

于同一人时, 其他物权消灭。但是, 该物或该物权为第三人权利标的时, 不在此限。”承认所有人

抵押权, 对于抵押权因与抵押物的所有权发生混同而消灭的原理的相对性创造了条件。其次,

承认所有人抵押权为抵押权的附随性相对化创造条件。抵押权的附随性是指为担保债权的受

偿而设定或者发生的抵押权, 具有从属于被担保债权的属性; 抵押权的发生、移转或者消灭, 从

属于被担保的债权。抵押权的成立, 以债权之存在为前提; 抵押权不可与被担保的债权分离而

单独存在, 已经发生的抵押权随债权的移转而发生移转; 抵押权因被担保的债权之消灭而消

灭。〔5 〕抵押权具有附随性, 但抵押权的附随性亦仅具有相对的意义, 抵押权可以有条件地独立

于债权而存在, 这是抵押权证券化的一个基础条件。承认所有人抵押权的存在, 在抵押权和所

有权发生混同, 而债权因为提供抵押的债务人和债权人发生混同而消灭的, 成立不保有债权的

所有人抵押权, 抵押权的附随性的相对化具有了现实性。第三, 承认所有人抵押权, 有助于防止

发生抵押权的次序升进主义无法避免的不当结果, 有条件地实现抵押权的次序固定。最后, 承

认所有人抵押权, 为我国民法借鉴其他法域的立法例, 完善我国抵押担保制度的有益尝试。

二、立法例上的所有人抵押权

所有人抵押起源于古罗马法。古罗马法注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将担保权的设定视为债务

人责任的加重, 严格固守担保权的附随性。依照古罗马法, 被担保债权一经消灭, 担保权亦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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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我国担保法第 52 条规定:“抵押权与其担保的债权同时存在, 债权消灭的, 抵押权也消灭。”

陈棋炎:《关于所有权人抵押本质之研究》, 载郑玉波主编:《民法物权论文选辑》(下) ,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4 年

版, 第 705 页。



消灭。在同一担保物上有数个担保权的, 先顺序的担保权因被担保债权的消灭而消灭, 后顺序

的担保权当然递升其次序。再者, 古罗马法不承认所有人在自己的所有物上享有限制物权, 当

所有权和担保权发生混同时, 担保权归于消灭。但是, 古罗马法并非没有考虑这样的问题: 先次

序担保权消灭, 后顺序担保权因递升其次序, 而有取得不当利益之虞。因此, 古罗马法承认, 在

同一担保物上存在数个担保权时, 先顺序的担保权与所有权发生混同, 有必要设立所有人抵押

作为例外的制度, 以阻止后顺序的担保权递升次序而避免损害所有人的利益。

受古罗马法影响的法国、德国等大陆法国家的法律, 相当程度上继承了古罗马法的所有人

抵押。但是, 大陆法国家的立法例关于所有人抵押权的类型规定, 却与古罗马法有所不同。依

照法国民法, 抵押权随不动产而存在, 而不问不动产归谁所有, 所有人可以在自己所有的物上

为自己的债权利益设定抵押权; 当抵押权与抵押物的所有权发生混同时, 所有人仍享有“随不

动产而存在”的抵押权。〔6 〕德国民法在继承古罗马法的所有人抵押时, 不仅扩充了所有人抵押

权适用的范围, 而且亦创所有人在自己的物上为自己的利益设定抵押权的制度。瑞士民法同德

国民法。德国和瑞士民法承认所有人抵押权的普遍性。在发生抵押担保的债权消灭、抵押权的

抛弃、抵押物的所有人代为清偿债务、抵押权与所有权混同等诸多情形下, 抵押物的所有人取

得抵押权。〔7 〕但日本民法规定的所有人抵押权, 仅具有特殊性, 所有人抵押权的适用范围, 以

抵押权和所有权混同为限。〔8 〕

依照上述立法例, 所有人抵押权可以分为原始的所有人抵押权和后发的所有人抵押权二

种。〔9 〕原始的所有人抵押权, 是所有人在自己所有的物上为自己设定的抵押权, 该所有人抵押

权自始为所有人的利益而存在。依照德国民法, 原始的所有人抵押权不仅是所有人在自己的所

有物上为自己设定的抵押权, 而且该抵押权的设定不以被担保债权的存在为前提, 德国民法典

第 1191 条规定:“土地, 得以因设定负担而向受利益的人就土地支付一定金额的方式设定负担

(土地债务)。”第 1196 条规定:“土地债务亦得为所有人设定之。”后发的所有人抵押权是原为

他人 (债权人)设定的抵押权, 抵押物因法定原因而归属于抵押权人, 抵押物所有人在该抵押物

上继续保有的抵押权。后发的所有人抵押权因系原抵押权在所有人的物上的继续存在, 但原抵

押权所担保的债权并不一定继续存在。因此, 以所有人是否继续保有被担保的债权为标准, 所

有人抵押权可以分为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和不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保有债权的所有人

抵押与不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 其效力有所不同。

三、我国民法上的所有人抵押权

理论上, 所有人抵押权的主要功能在于排除混同原则和抵押权附随性原则的适用, 以便利

抵押权的流通和促进不动产金融的发达, 这在抵押权证券化后显得尤为必要。〔10〕再者, 所有人

抵押权为抵押权制度的不可或缺的类型, 但我国现行法欠缺关于所有人抵押权的规定, 已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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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民法的有关规定同日本民法。

前引〔2〕, 孙宪忠书, 第 2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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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而存在。



法律漏洞。〔11〕我国民法未明文规定所有人抵押权, 是否可以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补充该漏洞

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 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 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

有学者以物权法定主义否定所有人抵押权的漏洞补充。我国民法奉行物权法定主义, 物权

类型应当由立法机关颁布法律加以规定; 所有人抵押权非经法律规定, 不得成为抵押权的类

型; 再者, 物权法定主义不允许以类推适用方法创设法律所没有规定的物权, 以防当事人以法

律行为规避物权法定主义; 因此, 不能允许以类推、目的性限缩或目的性扩张补充我国民法没

有规定所有人抵押权规范的漏洞。〔12〕

法律对物权的种类和内容, 采取法律限定主义, 非依民法或其他法律的规定, 不得创设物

权的种类, 亦不得变更物权的内容。〔13〕抵押权为我国民法明定的担保物权的种类, 但所有人抵

押权是否为不同于抵押权的一种新物权, 而有必要借助物权法定主义加以创设? 本人认为, 所

有人抵押权并非一种新的物权种类, 所有人抵押权是从属于抵押权的“类型化”担保物权, 在学

说和实务上承认所有人抵押权, 并不违反物权法定主义。物权法定主义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

现代民法已经出现物权法定主义的缓和趋势, 在法定的物权种类的范围内, 承认性质相同但内

容有所变异的特殊物权, 并不违反物权法定主义。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均实行物权法定主

义, 对于所有人抵押权亦没有明文加以规定, 但理论和实务对所有人抵押权的存在, 从未持否

认的态度, 而是借助于民法关于所有权和他物权混同的“但书”规则, 一致认为同一物上所有权

与抵押权发生混同, 发生所有人抵押权。〔14〕特别是学者承认, 对物权的内容可以作扩张解释。

例如, 有关最高额抵押权的合法性问题, 学者认为扩张解释民法规定的抵押权的内容 (如附随

性) , 以发挥现有法条的功能, 充分肯定最高额抵押权, 并解决实务问题, 并无不可。〔15〕总之, 物

权法定主义并不妨碍对所有人抵押权的承认。

我国民法没有规定所有人抵押权, 属于法律漏洞, 应无疑问。存在法律漏洞, 应当运用一定

的方法补充法律漏洞。法律漏洞的补充, 并非法律的创制, 而是法律解释活动的继续或者“造

法”的尝试。〔16〕可见, 法律漏洞的补充, 是在遵照现行法条文的基础上, 利用一定的方法, 如比

较法、目的性限缩、目的性扩张等, 来消除隐含或明显的法律漏洞。所有人抵押权在我国民法上

属于明显的法律漏洞, 在实务上有承认的必要, 在学理上和实务上承认所有人抵押权的存在,

并不违反物权法定主义, 已如上述。所有人抵押权作为明显的法律漏洞, 不能通过目的性限缩

径行补充。〔17〕再者, 我国民法对所有人抵押权没有任何规定, 有关抵押权的规定也没有排除所

有人抵押权的适用, 更没有规定抵押权因与所有权混同而消灭, 故以目的性扩张补充该法律漏

洞, 似乎过于牵强。〔18〕对此, 不妨利用比较法的方法补充该法律漏洞, 以确定所有人抵押权在

我国民法上的存在及其价值。所有人抵押权在德国、瑞士、法国等立法例上有明文规定, 而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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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18〕 目的性扩张以现有法律条文或规范为基础, 扩张其适用范围。见前引〔16〕, 梁慧星书, 第 281 页以下。

以目的性限缩补充的法律漏洞, 限于隐含漏洞。见前引〔16〕, 梁慧星书, 第 275 页。

梁慧星:《民法解释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265 页以下。

欧阳家教:《最高额抵押之合法性》, 载郑玉波主编:《民法物权论文选辑》(下) , 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84 年

版, 第 757 页。

日本民法典第 179 条和我国台湾民法典第 762 条。上述条文不以创设所有人抵押权为目的和内容, 而是以规定

他物权消灭原因 (混同)及其例外为目的和内容的。

前引〔3〕, 史尚宽书, 第 11 页。

〔12〕　崔建远:《我国担保法的解释与适用初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 年第 2 期。



民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则依照所有权和他物权混同而他物权有条件地不消灭的例外规则承

认所有人抵押权, 立法例上的所有人抵押权所蕴含的法理, 可为补充我国民法上存在的所有人

抵押权漏洞的一种方法。从比较法的角度看, 我国民法应当承认所有人抵押权。

但是, 我国民法应当承认何种类型的所有人抵押权呢?这与我国民法规定的抵押权的次序

性相关。担保法第 54 条规定:“同一财产向两个以上债权人抵押的, 拍卖、变卖抵押物所得的价

款按照以下规定清偿: (一) 抵押合同以登记生效的, 按照抵押物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 顺序相

同的, 按照债权比例清偿; (二)抵押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的, 该抵押物已登记的, 按照本条第

(一)项规定清偿; 未登记的, 按照合同生效时间的先后顺序清偿, 顺序相同的, 按照债权比例清

偿。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依照上述规定, 我国民法采用抵押权的次序固定主

义, 还是抵押权的次序升进主义?抵押权的次序固定, 无疑有利于抵押权的抽象化原则的确认,

有助于实现抵押权的证券化, 并防止后次序抵押权人因先次序抵押权消灭而升进位次取得不

当利益。但是, 抵押权的证券化在我国法律上尚没有依据, 而且还需要否定抵押权所具有的附

随性; 以抵押权的次序固定作为尚不具有现实性之抵押权的证券化的先决条件, 实有不妥。抵

押权的次序固定并非阻止后次序抵押权升进位次的唯一方法。再者, 抵押权的次序固定, 不利

于抵押人对抵押物的交换价值的充分利用。先次序抵押权因为债务人履行义务而消灭, 先次序

抵押权因有消灭的可能, 使得后次序抵押权人信赖其抵押权的实现机会 (有可能升进抵押权的

次序) , 与抵押人发生交易关系。若实行抵押权的次序固定, 后次序抵押权人因为先次序抵押权

的次序之永久固定, 会降低利用抵押权担保的信心保证而不愿接受后次序抵押担保, 以致影响

抵押人利用抵押物的交换价值融通资金的能力。最后, 抵押权的次序固定与抵押权的行使之不

可分性也发生冲突, 抵押权支配抵押物的交换价值, 抵押物的交换价值附随于抵押物的存在而

存在, 以先次序抵押权支配的交换价值和后次序抵押权支配的交换价值分割抵押物的交换价

值, 而固定抵押物的交换价值, 违反抵押物的交换价值可变的现实, 并违反抵押权人对抵押物

的全部行使权利之抵押权的固有特征。因此, 我国现行法实际采用抵押权次序升进主义。

我国民法因实行抵押权次序升进主义, 不能采用德国、瑞士民法普遍实行所有人抵押权的

制度。德国和瑞士民法规定的所有人抵押权, 与其抵押权的次序固定主义相呼应, 后次序抵押

权没有升进位次而取得先次序抵押权应有的利益的机会, 普遍实行所有人抵押权并不妨碍后

次序抵押权人的利益。不论抵押物的所有人是否取得所有人抵押权, 后次序抵押权永远固定在

原来的次序上。但在我国, 先次序抵押权消灭的, 后次序抵押权自动升进其位次, 若普遍实行德

国、瑞士民法那样的所有人抵押权, 将严重影响我国的抵押担保制度, 实际上等于否定抵押权

的次序升进主义。前已言之, 我们承认所有人抵押权, 目的仅在于平衡抵押权和所有权混同时、

所有权人与后次序抵押权人之间的利益。我国民法上的所有人抵押权, 可作日本和我国台湾地

区民法所规定的所有人抵押权相同的解释。〔19〕总之, 我国民法上的所有人抵押权, 应以抵押权

和所有权发生混同为其适用范围。

四、所有人抵押权的成立

依照上文, 我国民法上的所有人抵押权, 因为所有权和抵押权发生混同而存在, 不存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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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抵押权因当事人合意设定而成立的情形。所有人抵押权存在的目的主要在于阻止后次序

的抵押权升进次序, 以维持所有权人和其他抵押权人之间的公平利益。因此, 所有人抵押权的

成立, 应当具备二个基本条件: 存在数个抵押权、抵押权与抵押物的所有权发生混同。

(一)存在数个抵押权

若抵押物上只存在一个抵押权, 所有权和抵押权发生混同, 所有权人的利益不需借助抵押

权的效力便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没有存在所有人抵押权的必要。在同一抵押物上存在数个抵押

权, 特别是各抵押权的次序不同时, 在先次序的抵押权和所有权发生混同的情形下, 为防止后

次序的抵押权升进次序, 有必要借助抵押权的效力来维护所有权人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

所有人抵押权以数个抵押权的存在为基础。

所有人抵押权以抵押物上存在数个抵押权为成立的要件, 并不以数个抵押权存在次序的

先后为必要。在抵押物上存在的数个抵押权次序相同时, 其中任何一个抵押权与所有权发生混

同, 亦发生所有人抵押权。但是, 在同一抵押物上存在数个抵押权, 仅后次序抵押权与所有权发

生混同, 因抵押物的所有人与先次序抵押权人不存在因为所有权与抵押权的混同, 而发生利益

冲突的理由, 则不发生所有人抵押权。〔20〕

(二)抵押权与所有权发生混同

原则上, 混同为所有权以外的他物权消灭的原因。同一物的所有权和其他物权, 因为继承、

法律行为、法律的规定或国家的行为而归属于一人的, 称为混同。他物权与所有权发生混同时,

他物权归于消灭, 但有法律特别规定的, 不在此限。所有人抵押权的发生, 为他物权和所有权发

生混同而消灭之例外。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 762 条规定:“同一物之所有权及其他物权, 归属

于一人者, 其他物权因混同而消灭。但其他物权之存续, 于所有人或第三人有法律上之利益者,

不在此限。”依照上条的规定, 同一物的所有权和抵押权归属于抵押权人或者所有权人时, 抵押

权因为混同而应当归于消灭; 但是, 抵押权的继续存在可以对抗同一物上存在的其他担保物权

时, 对于所有人而言, 具有法律上的利益, 抵押权不因混同而消灭。可见, 在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上, 抵押权因为有法律的特别规定, 不因所有权和抵押权的混同而消灭, 相反, 因所有权和抵押

权的混同而发生所有人抵押权。因所有人抵押权以所有权和抵押权发生混同为要件, 当事人不

得合意设定所有人抵押权。

五、所有人抵押权的效力

所有人抵押权因为抵押权和所有权发生混同而成立。但抵押权和所有权发生混同, 并不必

然导致债权与债务的混同。当抵押人为债务人时, 抵押权人因为继承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或

抵押人因继承或受让而取得抵押权、抵押权人与抵押人合并而取得抵押物所有权, 均发生抵押

权所担保的债权与债务混同的结果。一般而言, 抵押权和所有权发生混同, 并非抵押担保的债

权和债务混同的原因。在抵押权和所有权发生混同时, 若债权和债务没有发生混同, 则成立保

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 若债权和债务发生混同, 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因与债务发生混同而消

灭, 则成立不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和不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

权, 效力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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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郑玉波:《民法物权》, 台湾三民书局 1986 年版, 第 282 页。



(一)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

在抵押权和所有权发生混同时, 因为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仍然存在, 所有人抵押权的处分

及其对抗力与普通抵押权没有差别。例如, 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 在破产程序中可为别除

权的基础权利。以下为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的主要效力:

11 所有人抵押权的让与。抵押权人可以让与抵押权或者以抵押权为他人设定担保。日本

民法典第 375 条第 1 款规定:“抵押权人可以以其抵押权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 或者为同一债

务人的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让与或者抛弃抵押权或其次序。”因抵押权具有处分的附随性, 抵押

权不可与被担保的债权分离, 已经发生的抵押权因为债权的移转而发生移转, 不得与债权分离

而单独让与抵押权或者单独以抵押权提供担保。我国担保法第 50 条规定:“抵押权不得与债权

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对于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 抵押权人让与抵

押权时, 应当与其所担保的债权一同让与; 以抵押权向他人提供担保时, 应当与其所担保的债

权一同向他人提供担保。

21 所有人抵押权的抛弃。所有人抵押权人可以为自己的债权人的利益而抛弃抵押权。抛

弃抵押权为抵押权人放弃权利的一种方式, 所有人抵押权因为抵押权人的抛弃而消灭。但是,

所有人抵押权因为抵押权人的抛弃而消灭的, 被担保的债权并不因之而受影响。

31 所有人抵押权的次序的处分。所有人抵押权人为后次序的抵押权人之利益, 可以让与

或者抛弃而处分其抵押权的次序。所有人抵押权次序的处分, 可以具体划分为三种: (1)所有人

抵押权次序的变更。所有人抵押权人可以与其他抵押权人协议变更其相互间的抵押权次序。各

抵押权人依其变更后的次序行使抵押权。(2)抵押权次序的让与。对同一抵押物享有抵押权的

数个抵押权人, 次序在先的抵押权人为次序在后的抵押权人的利益, 可以意思表示将其抵押权

的先次序让与后次序抵押权人。抵押权次序的让与, 不影响其他抵押权人的受偿次序, 让与人

和受让人的原抵押权及其次序亦不发生变更, 受让人仅取得让与人对抵押物变价金受偿的次

序。 (3)抵押权次序的抛弃。对同一抵押物享有抵押权的数个抵押权人, 次序在先的抵押权人

为次序在后的特定抵押权人的利益, 可以抛弃其优先受偿的利益, 抵押权次序的抛弃, 使得后

次序抵押权人与抛弃次序的先次序抵押权人处于同一次序。

41 抵押物的处分。抵押物的所有人处分抵押物的权利, 并不因为抵押权的存在而丧失。抵

押权为支配抵押物的交换价值的权利, 对于不妨碍抵押物的交换价值的处分或者用益行为, 抵

押物的所有人自然可以为之。因此, 抵押权和所有权发生混同时, 所有人可以就同一抵押物设

定新的抵押权或将抵押物让与第三人。所有人将抵押物让与第三人时, 抵押权和所有权的混同

状态归于消灭, 所有人抵押权归于消灭, 抵押权人对抵押物所享有的抵押权, 回复到抵押权和

所有权发生混同前的状态。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所有人抵押权并非所有权的从权利, 除非所有

人让与抵押物时另有意思表示, 抵押物的让与或处分不得解释为抵押权的让与或处分。〔21〕

除上述以外, 对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的强制执行, 则存在不同的见解。一种意见认为,

所有人抵押权在具备抵押权实行的要件时, 即被担保的债权已届清偿期, 抵押权人可以依照抵

押权实行的方法, 申请法院拍卖抵押物, 并就抵押物的变价金依照抵押权的次序, 优先取得相

当于自己债权额的金额, 但抵押权人不得基于债务名义对于自己所有的物请求强制执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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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前引〔3〕, 史尚宽书, 第 2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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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意见认为, 所有人抵押权人即使仍然保有债权, 但对自己所有的物为强制执行的请求,

在法律上不可能, 因而所有人不得将抵押物付诸拍卖; 〔23〕再者, 所有人抵押权存在的主要目的

在于阻止后次序的抵押权升进次序, 惟有在后次序的抵押权人实行抵押权或普通债权人对抵

押物为强制执行时, 所有人抵押权人才有依照抵押权的次序声明参与抵押物的变价金分配的

机会, 不得径行申请法院拍卖抵押物。〔24〕

本人认为, 所有人抵押权在性质上仍然为抵押权, 抵押权人请求法院强制变价抵押物而取

得优先受偿, 为抵押权的固有效力, 所有人抵押权自不例外。再者, 所有人抵押权以阻止后次序

抵押权的升进为主要目的 (但并非其唯一目的) , 为协调所有权人和其他抵押权人之间的公平

利益, 应当给予所有人抵押权人请求强制执行抵押物以实行抵押权的机会。最后, 先次序的抵

押权的实行, 若拍卖抵押物则具有消灭后次序的抵押权的效力, 以确保抵押物第三取得人之利

益; 〔25〕抵押权所担保的债权仅能依照其抵押权的先后次序就抵押物的拍卖价金受偿, 次序在

先的所有人抵押权人请求强制执行抵押物而实行其抵押权, 能够彻底达到阻止后次序抵押权

升进次序的目标。因此, 对于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 抵押权人在被担保的债权已届清偿期

时, 可依抵押权实行的基本方法实行抵押权。

(二)不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

对于不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 因为没有被担保债权的存在, 而不同于保有债权的所有

人抵押权, 以致不会发生破产法上的别除权问题, 也不会发生将抵押权和债权一同移转他人或

向他人提供担保的问题, 更没有所有人抵押权人就抵押物优先受偿的问题。

11 所有人抵押权实行的禁止。若所有人不保有债权, 所有人抵押权人自己不得实行抵押

权, 但在其他抵押权人实行抵押权或其他普通债权人就抵押物为强制执行时, 可以就变价抵押

物所得价金, 依照其抵押权的先次序保留所应当优先受偿的金额。所有人保留的抵押物之变价

金部分, 并非所有人抵押权人受偿的金额, 而是作为所有人抵押权人的责任财产的一部分, 为

全体债权人的共同担保。因此, 不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 具有阻止后次序抵押权升进位次

而防止取得不当利益的功能, 而且具有增加一般债权人共同担保的作用。〔26〕所有人抵押权人

所保留的抵押物变价金部分, 为一般债权人的共同担保; 后次序抵押权所担保的不足受偿的债

权, 若系对抵押物的所有人所享有的债权, 亦为一般债权, 不论有无其他一般债权人存在, 该债

权人均得以一般债权人的地位就该保留的变价金部分受偿。〔27〕

21 所有人抵押权让与的禁止。抵押权人可以将债权和抵押权一同让与第三人或者为第三

人设定担保。我国担保法第 50 条规定:“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

的担保。”因此, 对于不保有债权的所有人抵押权, 其所担保的债权因为所有权和抵押权的混同

而消灭, 其仅为阻止后次序抵押权的升进位次而存在, 所有人不得将抵押权单独让与他人或者

为他人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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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有学者认为,“至如无一般债权人存在, 而后次序抵押权担保债权又不足受偿, 且抵押人 (即所有人) 亦为债务人

时, 该抵押权人自得以一般债权人地位受偿该金额。”见前引〔11〕, 谢在全书, 第 184 页以下。

前引〔3〕, 史尚宽书, 第 295 页。

前引〔3〕, 史尚宽书, 第 274 页。

前引〔11〕, 谢在全书, 第 184 页。

前引〔4〕, 陈棋炎文, 郑玉波主编书, 第 734 页。



31 所有人抵押权的抛弃和次序处分。与保有债权所有人抵押权人相同, 所有人抵押权人

可以为自己的债权人的利益, 而抛弃抵押权, 所有人抵押权因为抵押权人的抛弃而消灭。同理,

所有人抵押权人为后次序的抵押权人之利益, 可以让与或者抛弃而处分其抵押权的次序。

41 抵押物的处分。抵押物的所有人, 可以基于其对抵押物的所有权而处分抵押物, 所有人

可以就抵押物设定新的抵押权或将抵押物让与第三人。所有人将抵押物让与第三人时, 因所有

人抵押权不保有债权, 所有人不得单独保有抵押权而让与抵押物的所有权。此时, 所有人应将

抵押权和所有权一同让与第三人, 由受让抵押物的所有权的第三人取得所有人抵押权的利

益。〔28〕若所有人在让与抵押物时, 声明保留抵押权而仅让与抵押物的所有权, 则其所保留的抵

押权因存在于他人的所有物上 (他人因抵押权人让与抵押物而取得抵押物的所有权) , 因抵押

权所担保的债权不存在, 故抵押权归于消灭。

　·书　讯·

《最高法院确定的刑法罪名精释》将出版

为了正确理解和执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统一认定罪名, 1997 年 12 月

16 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这是最

高人民法院为贯彻执行刑法所作的重要司法解释。为了认真学习、贯彻执行刑法和《规

定》, 正确认定和适用罪名, 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周道鸾, 最

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国家法官学院副教授张军主编了《最高法院确定的刑法罪名精

释》一书。本书将 413 个罪名全部撰写, 严格按照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罪状和立法、司法解

释和原意详加阐释; 常用的、重要的罪重点写; 突出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作者大多是最高

人民法院原刑法修改小组的成员, 正、副主编参加了立法的全过程, 对立法精神有比较透

彻的了解; 许多作者还参与了研究、制定司法解释的工作, 有比较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因

而本书具有权威性、科学性和适用性。全书由绪论和刑法分则十章组成, 约 85 万字, 将由

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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