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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占有意思》在耶林學術生涯中的地位�

�  薩維尼《論占有》對十九世紀法學的強大影響 
Ø  以羅馬法文獻為基礎，提出精確的占有概念與完

備的體系。 
Ø 為十九世紀占有研究的基本文獻�

�  耶林 (1818-1892) 的占有研究�
Ø 《占有學說文集》(1868) 
Ø 《論占有保護之原因》 (1869)  
Ø 《占有意思：兼批判主流法學方法》(1889) 
Ø 〈占有〉(1893) 



一、《占有意思》在耶林學術生涯中的地位�

�  《占有意思》之主旨�
Ø 薩維尼以「所有人意思」(animus domini) 作為羅

馬法上占有概念的構成要素，並以之作為「占有」
(possessio) 與「持有」(detentio) 概念的區分標準。
基於此種見解而形成的「主觀理論」，不僅無法
從羅馬法法源文獻獲得印證，在訴訟法上也會導
致難以解決的難題，更不符合立法政策的考量。�

Ø 基於目的觀點而建構的「客觀理論」，才能妥適
把握羅馬法占有制度的內涵，為相關規則提出合
理說明。�



二、羅馬法上的「占有」與「持有」 
�

�  通說之理解（參照 Paulus D. 41, 2, 1 pr.；Gai. 4, 
153） 
Ø  占有（possessio，享有裁判官令狀保護）：以所

有人之姿態出現，對物實施事實上管領。占有之
取得需要具備「體素」與「心素」(corpore et 
animo)。�

Ø 持有 (detentio)：非以所有人姿態出現，但對物實
施事實上管領。（例如：承租人、受寄人、借用
人）�

Ø  雖非以所有人姿態出現而對物實施事實上管領，
卻 享 有 令 狀 保 護 者 ： 永 佃 權 人 、 容 假 占 有 人 
(precario accipiens)、質權人、爭訟物保管人 
(sequester)。（「傳來占有」，abgeleiteter Besitz）�



二、羅馬法上的「占有」與「持有」 
�

�  薩維尼的「主觀理論」�
Ø  將占有的心素界定為「所有人意思」 ( an imus 

domini) 
Ø  傳來占有為例外情況，原占有人在此讓與其占有

權利 (jus possessionis) 
�  耶林的「客觀理論」�

Ø  仍認為占有需要具備體素與心素。但在證明上，
僅需證明外在的占有關係，亦即體素。�

Ø  所謂持有，其實已經具備占有的要件，惟法律基
於特定原因而否定占有的法律效果。�



二、羅馬法上的「占有」與「持有」�
Ø 耶林公式�

-  主觀理論： 
x（占有）= a（意思）+ α（所有人意思）+ c（體素） 
y（持有）= a + c 

-  客觀理論： 
x = a + c 
y = a + c – n 

-  客觀理論中的 „–n”：消極性、實證性、實踐性、
客觀性。�



三、耶林對animus domini（所有人意思）
學說之駁斥�

�  釋義學上的論證 
Ø  Paulus的animus possidentis 為主觀理論提供法源基

礎？�
-  關於 Paulus D. 41, 2, 1, 20：實際上，財產管理人

之所以無法享有占有，是因為法律規則，非因
欠缺占有意思。 

-  關於 Paulus D. 13, 7, 37：出質人如何能同時具有
「行使自己所有權」的意思與「行使他人所有
權」之意思？ 

-  關於 Paulus D. 50, 17, 153：占有與債權無法類比。�



三、耶林對animus domini（所有人意思）
學說之駁斥 

�
Ø  Paulus的見解只是「建構嘗試」，並非羅馬法的

「真實」�

-  關於 Paulus D. 50, 17, 1 ：Paulus提出的「占有意
思」建構，並非「現存的法」(ius quod est)。�

-  關於 Paulus D. 41, 3, 13, 2：承認受任人得享有占
有，而進行時效取得，無異於否定以「所有人
意思」作為占有的要素。�



三、耶林對animus domini（所有人意思）
學說之駁斥 

�
Ø 羅馬法學家的對占有與持有的真正理解方式：�

-  關於Papinianus D. 41, 3, 44, 4：家子之所以能夠
取得占有，是因為 “-n” 因素的消失。 

-  關於Iavolenus D. 41, 3, 21：ego之所以無法享有
占有，「承租人」之所以享有占有，均非基於
主觀意思，而是因為 “-n”。 

-  關於 Iulianus D. 41, 5, 2, 4：「任何人均不得變更
其占有原因」，在羅馬法上是一般性的規則。�



三、耶林對animus domini（所有人意思）
學說之駁斥 

�

•  程序法上的論證�
Ø 占有制度，須在訴訟程序中具有可操作性。�
Ø 主觀理論完全沒有考量占有訴訟中的證明問題。�
Ø  採用客觀理論的公式：y=a+c-n，將占有的構成

要件劃分為積極與消極要件。�
�



三、耶林對animus domini（所有人意思）
學說之駁斥 

�

•  立法政策上的論證�
Ø  在立法上是否可能承認，當事人得依其自由意思，

決定享有占有或持有？ 
Ø 占有改定 (constitutum possessorium) 的問題：在 

Celsus D. 41, 2, 18 pr. 當中，意思要素實際上並無
重要性。原本的占有人，基於特定法律關係而成
為持有人，才是關鍵要素。 



四、耶林對「傳來占有」的解釋�

�  傳來占有的難題�
Ø  傳來占有人皆不具有「所有人意思」，但仍被法

律承認為占有人。�
Ø 主觀理論無法說明這些規則背後的原理 

�
�  羅馬法上的規範原理：目的論式的說明 

Ø 質權人 
Ø 永佃權人（對比：土地租賃） 

-  起源 
-  「占有主人」(Besitzherr) 對占有地位無實質利

益 



四、耶林對「傳來占有」的解釋�

Ø 爭訟物保管人（對比：寄託契約）�
Ø 容假占有人（對比：使用借貸）�

-  具有法律行為功能的容假占有：在 Ulpianus 
D. 43, 26, 20，買賣雙方訂立「附（保留所有
權）條件買賣」，使買受人藉由「容假占有」
取得占有人地位。此種容假占有不得隨時撤回。�

-  自由性質的容假占有：以家庭關係為基礎，其
功能與家子的特有產 (peculium) 相當。此種
容假占有得隨時撤回。�

-  容假占有在十九世紀已名存實亡。�



五、耶林對持有概念及其發展史的解釋 
�

�  持有的分類：家庭關係中的持有、契約關係中的持
有。 

�
�  持有的「內在發展史」�

Ø  家 庭 關 係 提 供 了 持 有 概 念 的 起 源 ： na t u r a l i s 
possessio, in possessione esse 

Ø 向契約關係擴張： 
-  羅馬人的土地租賃形態：inquilinus、colonus�
-  租賃關係與家庭關係具有鄰近性。 

Ø 向動產擴張：僅出於概念的對稱性而擴張。�



五、耶林對持有概念及其發展史的解釋 
�

�  持有的逐漸消亡�
Ø 關於 Marcellus D. 43, 16, 12：承租人可主張其具有

「合法而充分的原因」，拒絕將租賃物交付買受
人。 

Ø 關於 C. 4, 65, 3：對出租人驅逐承租人的權利進行
限制。 



五、耶林對持有概念及其發展史的解釋 
�

Ø  actio momenti（臨時占有之訴）：將原本的
「制止暴力剝奪令狀」(interdictum unde vi) 的
適用範圍，擴張適用於土地持有人。�

Ø 中世紀的發展：侵奪之訴 (Spolienklage) 與簡易
占有訴訟 (Summariissimum)�

Ø  近代立法：普魯士一般邦法典中的「不完全占有
人」（例如承租人），享有占有保護。�

Ø  自 益 性 的 ( s e l b s t n ü t z i g )  與 代 管 性 的 
(prokuratorisch) 持有�



六、耶林占有意思學說與德國民法典 
�

�  耶林對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的批評�
�
�  占有之取得�

§ 854 Abs. 1 BGB 占有之取得�
物之占有，因獲得對物之事實上管領力而取得。�
�

�  占有輔助人�
§ 855 BGB 占有輔助人�
在他人之家計、營業或在類似關係中，基於該關係
須服從他人就物所給予之指令，而為他人行使對物
之事實上管領力者，僅該他人為占有人。�
�
�



六、耶林占有意思學說與德國民法典 
�

�  間接占有�
§ 868 BGB 間接占有�
作為用益權人、質權人、用益承租人、使用承租人、
受寄人或基於類似關係，在一定時間對他人享有占
有之權利或義務，而占有某物者，該他人亦為占有
人（間接占有）。�
Ø  耶林：占有主人自己行使的占有，稱為直接占有，

在媒介關係（間接代理、經由占有取得機關的占
有）中，占有主人的占有為間接占有。�



七、耶林占有意思學說與其方法論 
�

�  法學建構論與利益思想的結合 
Ø 耶林的「建構法則」 

-  涵蓋實證素材的法則 
-  無矛盾律 
-  法學完美性 

Ø  將權利界定為「法所保護之利益」(Rechte sind 
rechtlich geschützte Interessen)。使法律取得現實
性的指涉。 

�
�  「批判性的法實證主義」(Okko Behrends)：法律經

由自身對自身進行批判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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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林《占有意思》導讀  
法源文獻節選 

導讀人：李君韜 

2016.12.6 

 
• 羅馬法的占有與持有  

D. 41, 2, 1 pr.  Paulus，論告示，第  54 卷  

占有這個用語，如同 Labeo 所言，衍生自「坐」，也可說是「位置」，因為

若某人位於某物上，他自然就持有該物 ...  

 

Gai. 4, 153 
人們認為，不僅當我自己占有的時候，我享有占有；當他人為我而保有占

有的時候，我也享有占有，即便他並不從屬於我的權利，例如鄉村土地或

城市土地的承租人。此外人們也認為，當我把某物交給某人保管，或者出

借某物給某人，或者無償讓某人居住於房屋時，我是藉由這些人而自己實

行占有；這意味著，一般認為，人們可以經由任何為他們保有占有之人，

為自己維繫占有。... 

 
• 保羅的「占有意思」  

D. 41, 2, 1, 20  Paulus，論告示，第 54卷  

我們可經由財產管理人、監護人與輔佐人取得占有。然而，若他們是以自

己的名義，而不是出於向我們提供其服務的意思取得占有，我們即無法取

得占有。亦即，經由那些以我們名義而獲得占有的人，我們取得了占有，

這是一項規則。因為，倘若不承認此項規則，會出現的後果是，接受標的

物交付之人，不是占有人，因為他不具備占有意思；交付了標的物的人也

不是占有人，因為他已經移轉了占有。 

 
D. 13, 7, 37  Paulus，論  Plautius，第 5卷  

若我將交付給我的質物，出租給所有權人，那麼我在租賃的期間內保有占

有，因為債務人在承租標的物之前，對標的物並不享有占有；我[在締結租

賃契約時]具有保有[占有]的意思，而承租人並無取得占有的意思。 

 
D. 50, 17, 153  Paulus，論告示，第 65卷  

通常人們是比照成立債務的方式，以正好相反的方式從中獲得解脫，正如

同人們怎樣取得，就以相反的方式喪失。同樣，占有只能藉由物理行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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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而取得，因此，當與前兩項要素正好相反的情況出現時，它就消滅了。 

 
D. 50, 17, 1 Paulus，論  Plautius，第 16卷  

規則是對現存對象提出的簡要表述。法並非從規則中衍生，應該說，規則

是從現存的法建構出來的。... 

 
D. 41, 3, 13, 2  Paulus，論  Plautius，第 5卷  

若我委任你購買一筆土地，那麼，倘若土地是基於這個原因被交付給你，

則你能夠藉由長期占有而時效取得該筆土地，即便你可能看來不是為你自

己而占有。畢竟，你是依照委任之訴承擔責任這件事情，與此無關。 

 
• 羅馬法學家對占有與持有的真正理解方式  

D. 41, 3, 44, 4  Papinianus，問題集，第 23卷  

一名家子買了他人之物，那時候他並不知道，他早已成為家父，並且，在

他獲得該物之交付後，開始進行時效取得；為何不應承認他可時效取得？

畢竟在占有開始時，有善意的存在，即便他誤以為自己是基於與特有產有

關的理由而取得該物，並且因而無法享有占有。倘若他基於充分推測，而

相信某物是從父親的遺產購買，才為他所得，同樣的見解也適用。 

 
D. 41, 3, 21 Iavolenus，書信集，第 6卷  

若我以繼承人的身分，對某塊土地繼續占有較長一段時間，將可以對另一

人主張時效取得，但我卻把這塊土地租給他；我問道，你是否認為租賃契

約仍然有效？若否，你是否認為仍可對土地繼續進行時效取得？我還問道，

倘若我是將該土地出售給他，在前述情況下，你的意見是什麼？答覆：若

以繼承人身分而占有土地之人，將該土地出租給所有權人，則租賃契約根

本無效，因為所有人承租的是他自己的土地；由此推知，出租人也無法保

有占有；從而長期消滅時效無法繼續進行。關於出售土地也適用相同的說

法，亦即，購買自己所有的土地，是不被許可的。 

 
D. 41, 5, 2, 1 Iulianus，學說匯纂，第  44 卷  

任何人皆不得變更其占有原因，是獲得承認的法律規則。它應當被理解為，

不僅市民法上的，就連自然的占有都被包含在內。因此應當給予的答覆是，

無論承租人、接受某物寄託之人或者借用某物之人，都不可以出於獲利的

意圖，作為繼承人而時效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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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有改定  
D. 41, 2, 18 pr.  Celsus，學說匯纂，第 23卷  

我以我的名義占有之物，我也可以以他人名義占有，因為在此我並未變更

我的占有原因，而是我終止占有，並且基於我的服務，使他人成為占有人；

畢竟，自己占有與基於他人名義占有，並不是同一件事。在後一種情況中，

被我使用其名義之人才是占有人。財產管理人是為了他人的占有而提供其

服務。 

 
• 容假占有  

D. 43, 26, 1 pr. Ulpianus，論告示，第 71卷  

容假占有指的是，基於事先的請求，允許提出請求者使用標的物，只要給

予允許者容忍此事。 

 
D. 43, 26, 20 Ulpianus，釋答集，第 2卷  

當事人於買賣契約約定，以容假占有方式將標的物留在買受人手中，直到

全部價金付清為止。若因可歸責於買受人之事由，致未為價金給付，則出

賣人得請求返還。 

 
• 晚期羅馬法對持有人的法律保護  

D. 43, 16, 12 Marcellus，學說匯纂，第 19卷  

出租人出售土地，並且指示買受人取得對土地的占有，之後，承租人阻止

之。接著，承租人被另一人以暴力驅逐。這裡發生一個問題：誰享有令狀

保護？我的回答是：無論承租人阻止的是想要進入土地的所有人，或者他

是在所有人已經給予將占有交付給買受人的指令後，不允許買受人進入，

都不會帶來不同結果。據此，承租人應享有制止暴力剝奪令狀，他自己也

會因為未將占有交付給買受人，而被視為使用暴力驅逐出租人，應依同一

令狀對出租人負責，除非他有合法而充分的原因這麼做。 

 
C. 4, 63, 3 Antoninus皇帝致 Flavius Callimorphus  

倘若你向所有人給付了承租房屋的租金，你就不應當在違反你意願的情況

下，從你所述的承租房舍中被逐出，除非所有人證明他有必要收回房舍為

己用，或者意欲改良房舍，或者你在承租房舍中行為不端。(214年) 

 
• 普魯士一般邦法典的「不完全占有人」  

ALR I 7,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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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某物或某項權利當作他人所有，但卻有為自己對該權利或該物進行處分

之意思，而承受對其之保管者，為不完全占有人。 

 

ALR I 7, § 144 
對以他人名義而實施占有之單純持有人，該他人得隨時使用己力剝奪其保

管。 

 
• 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  

§ 797 E I 
物之占有，因獲得對物之事實上管領力（持有），且持有人具備將該物作為

自己所有之意思（占有意思）而取得。 

 

§ 821 Abs. 1 E I  
持有人非同時為占有人者，持有人依 §§ 819, 820 取得之權利，占有人亦

享有之。於持有遭剝奪之情況，若原持有人不願重新承受持有，占有人得

請求向其自己回復持有。 

 

• Rudolf von Jhering, “Ist die Jurisprudenz eine Wissenschaft?”, Göttingen 
1998, S. 91 
「法學就是在法律事物 (Dinge des Rechts) 中的科學意識。這種意識，必須

往法哲學的面向發展，以便探求現實世界法律之起源與效力所賴以成立之

最終基礎；它必須在法律史的面向上，追溯自己曾經走過的所有道路，好

能使自己從一個階段邁向下個階段，以臻於更高之圓滿；它也必須在釋義

學的面向上，將所有我們藉著對法律之認識與掌握，而獲致之暫時性的高

點與終點，匯集於經驗與事實，並且基於實際使用之目的安排這些素材，

進行科學式的鋪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