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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我國都市之居民，向來是以固有傳統之居住心態使用、處分、管理其建

築物，雖然居住的是公寓大廈，但生活共同體之法律意識並未形成，以

致居住糾紛層出不窮，嚴重影響居住品質。被譽為「居住憲法」之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於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由總統公布，並從同年六

月三十日起施行，其代表我國居住關係之法制化，且公寓大廈之管理亦

隨著本條例之施行而進入住戶自治、自決之時代，對於習慣自掃門前

雪，共同居住環境意識淡薄之民眾而言，勢將造成一定衝擊。本文主要

目的在於從現行條文來探究公寓大廈管理制度的設計，以瞭解公寓大廈

管理之運作，並確立公寓大廈住戶的法律意識，使民眾自發性的在公寓



大廈發起合作與敦親睦鄰活動並親自參與管理事務，期能再造居住關係

的新秩序。 公寓大廈管理之對象除包括區分所有權人、住戶等人之行為

管理外，尚包括專有部分、共用部分與基地等物之維護管理，而在討論

公寓大廈之管理制度時，如不從專有部分範圍、共用部分之使用收益及

基地之利用關係等區分所有權的基本構成要素著手，將無法窺得管理制

度之全貌。故本文在探討公寓大廈之管理前，先對公寓大廈區分所有之

組成要素，作一概略性介紹，以期確定公寓大廈管理標的物之範圍。在

對區分所有之組成有初步了解後，接著將公寓大廈之管理依實施管理之

主體不同，分成公寓大廈自體管理及主管機關行政管理兩大部分探討。 

詳言之，本論文共五章，十七節，謹將各章內容摘要如下： 第一章為緒

論，分成三節。首先第一節先從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公布施行後對區分所

有建物及區分所有權人等造成之衝擊及影響，來說明本論文之研究緣

起，而第二節研究目的是希望能藉由制度設計的探討，來健全公寓大廈

區分所有之管理。第三節則續陳本論文之研究方法及研究範圍。 第二章

係討論公寓大廈區分所有的基本構成，分成四節。首先第一節係依學者

看法，將區分所有權依其組成要素之多寡，分成最狹義、狹義、廣義、

最廣義等四說。接者將區分所有之組成要素分為：一、專有部分即第二

節部分，二、共用部分即第三節部分，三、基地即第四節部分，分別就

其成立要件、範圍、使用收益及利用關係等做初步之了解。 第三章係探

討公寓大廈區分所有自體管理之體制，分成七節。第一節部分，先說明

管理的意義。第二節則介紹公寓大廈管理一般所採用的方式，並將其管

理的內容分成物的管理及人的管理兩方面說明。第三節係就全體區分所

有權人所組成之區分所有人團體，討論其機能、法律性質，以及介紹區

分所有人團體法人化的立法例。第四節係深入探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公寓大廈管理的管理意思機關，有最初會議、定期

會議及臨時會議等三種。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由有權召集會議的人召集。

經過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的事項，有拘束全體區分所有權人的效力。第

五節為管理委員會與管理負責人。管理委員會與管理負責人為管理執行

機關，本節分別就其地位、選任、法律性質及權責加以論述。第六節為

管理規約，本節分別就管理規約的制定者、內容、效力等加以說明。第

七節為公共基金，公共基金之實際執行管理及實際執行運用之機關為管

理委員會或管理負責人，而決定公共基金如何運用之機關則為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 第四章係探討公寓大廈區分所有行政管理之體制，分成三

節。第一節先介紹行政管理之主體，依其層級可分成：一、中央主管機

關，二、地方主管機關，包括省（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

市）公所。第二節係分別就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鄉鎮市

公所等機關，詳述其管理之內容。第三節則對各級主管機關介入公寓大

廈管理之疑慮、利弊作一完整之探討，以期瞭解違反本條例最終之處置

方式。 第五章為結論與建議。對於各章所陳述的問題、重點作歸納說

明，以總結全文。  

摘要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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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興大學法研所博士論文，民國八十七年七月。 5. 黃肇萍撰，

「建築物區分所有權客體之研究」，東海大學法研所碩士論文，民國八

十二年六月。 6. 曾國修撰，「分層地上權之研究」，中興大學法研所碩

士論文，民國八十四年六月。 7. 雷志強撰，「公寓大廈管理制度之架構

設計與運作」，東吳大學碩士論文，民國八十五年七月。 四、其他 1.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解釋函令暨相關法規彙編」，內政部印，民國八十

七年六月修訂再版。 2. 「公寓大廈管理組織申請報備相關法規及解釋函

令」，內政部營建署印，民國八十七年六月。 3.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問

與答」，內政部營建署編印，民國八十五年二月發行。 4. 「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法律座談會」，月旦法學雜誌第三期。 5.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案」，立法院公報法律案專輯第一百八十四輯（上），立法院秘書處編

印。 6.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案」，立法院公報法律案專輯第一百八十四

輯（下），立法院秘書處編印。 7. 「公寓大廈與國民住宅管理手冊」，

李永然律師編著、法律與你雜誌印製。 8. 立法院公報第八十三卷第七十

期。 9. 立法院公報第八十四卷第五期。 10.「民法物權編部分條文、民

法物權編施行法修正草案」，法務部印行，民國八十六年六月版。 11.

「民事法律問題研究彙編（八）」，司法周刊雜誌社印行，民國八十三

年十一月再版。 12.林旺根主持研究計劃，「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草案之

研究」，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 13.「我國高樓及住宅社區管理與維護

方案研究」，中華徵信所編印，民國七十三年。 14.「建築物使用管理

問與答」，內政部營建署編，民國八十六年十月。 15.溫豐文主持研

究，「公寓大廈管理問題之研究」，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印，



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 16.「最高法院民刑事裁判選輯」，第七卷第一

期，民國七十五年一-六月。 17.「最高法院民刑事裁判選輯」，第六卷

第一期，民國七十四年一-六月。 貳、日文 一、書籍 1. 川島武宜編，

「註釋民法（7）物權（2）」，有斐閣，昭和五十八年。 2. 大澤正男

著，「財產法の基礎的課題」，成文堂，昭和五十五年版。 3. 丸山英氣

編，「區分所有法」，大成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4. 丸山英氣著，「區

分所有建物の法律問題-その理論と展開」，三省堂，一九八一年。 5. 

玉田弘毅著，「建物區分所有法の現代的課題」，商事法務研究會，昭

和五十六年。 6. 玉田弘毅編著，「マンションの法律」，一粒社，昭和

六十年。 7. 玉田弘毅著，「注解建物區分所有法（1）」，第一法規出

版株式會社，昭和五十四年。 8. 金澤良雄等編「住宅關係法Ⅱ（住宅關

係講座 3）」，有斐閣，昭和四十五年版。 9. 熊田裕之著，「マンショ

ン法入門」，三省堂，第二六○頁（一九八四年）。 10.篠塚昭次、前

田達明編，「新．判例コンメンタ－ル民法 3 物權」，三省堂，一九一

一年。 二、期刊 1. 川島一郎，「建物の區分所有等に關する法律の解

說（下）」，法曹時報第十四卷第八期。 2. 玉田弘毅著，「區分所有者

集會-區分所有建物の管理機構Ⅰ」，不動產研究第十卷第二號。 3. 玉

田弘毅著，「建物の區分所有における管理の基本問題」，時の法令第

八二號。 4. 右近健男著，「區分所有と管理」，法律時報第四三卷第十

一號。 5. 座談會「建物の區分所有等に關する法をめぐつて」，末川

博、林良平發言，載於民商法雜誌第四十六卷第二號。 6. 稻本洋之助，

「建物區分所有の諸問題（その 2）」，不動產鑑定第七卷第二號。 7. 

稻本洋之助著，「區分所有における管理と規約Ⅰ」，不動產鑑定第八

卷第四號。 8. 濱崎恭生著，「建物の區分所有等に關する法律及び不動

產登記法の一部を改正法律概要（3）」，載於 NBL（New Business 

Law）第二八四號。 三、其他 1. 大審院大正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三民

事部判決，民事判決錄第二二輯，第二三三三頁。 2. 大阪地方裁判所昭

和四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判決判例タイムズ第一九一號，第一二一頁。 

3. 大阪地方裁判所昭和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判決，判例時報第二一六

號，第二二九頁。 4. 東京地方裁判所昭和三十三年八月十二日判決，判

例時報第一六四號，第二九頁。 5. 神戶地方裁判所昭和三十六年二月十

六日判決，下級裁判所民事判例集第十二卷第二號。 6. 最高裁判所昭和

四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判決，判例時報第五六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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