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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由於現代工商業發達、經濟蓬勃發展與社會生活型態轉變，促使人

口高度集中於都市，造成都市土地供需失衡，地價日漸高昂，並適逢建

築材料、技術之進步，於是促進了都市土地利用立體化與住宅建築立體

化，而公寓、大廈、摩天大樓等集合式高層區分所有建築物便如雨後春

筍般興起，人類的居住方式自然由平面轉向立體化，而朝空中發展，公

寓大廈之生活乃應運而生。現今華麗舒適的公寓大廈早已充斥於現代都

市之中，惟華麗的外表下，卻因住戶人數之眾多與密集、居住空間之緊

密相連與壓迫，導致因相鄰關係而生之大小糾紛與衝突時有所聞。為解

決層出不窮的公寓大廈紛爭，各國乃有諸如區分所有法之相關規範產



生，而我國亦於民國八十四年六月九日由立法院三讀通過被譽為「住宅

憲法」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同年六月二十八日由總統公佈施行，

並自同年六月三十日起正式生效適用。該法第一條即開宗明義指出：

「為加強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提昇居住品質，特制定本條例。」自

此，我國公寓大廈住戶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及日常的管理維護工作與因相

鄰關係而生之糾紛解決，即有了可資遵循的明確規範。   公寓大廈，

學說上稱為「區分所有建築物」。其問題可分為兩大方面，即所有關係

與管理關係。其中，所有關係為管理關係之基礎，而所有關係又由專有

部分、共有部分（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稱之為共用部分、民法第七九九條

則稱之為共同部分）及其基地三者組合而成。專有部分雖為區分所有建

築物之核心，而共有部分則交織其中，然而，卻以共有部分之法律關係

最為複雜，所茲生之糾紛亦最多，蓋以共有部分並非如同專有部分為區

分所有權人單獨所有，則有關其使用、收益、管理、處分等自然較易產

生爭執。此外，共有部分除原則上共用外，例外於不違背法律規定下，

得約定為專用供特定人使用，此即所謂之專用使用權，而專用使用權更

為實務上常見之紛爭來源。 因此，本文即以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有部分

為研究對象，期能對共有部分之相關法律問題能有較深入之了解，並針

對我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等相關規範，參酌日本相關法制及國內外之學

說與實務見解，分析我國現行規定之缺失與尚待加強之處，提出建言，

盼能供作未來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修法時之參考，俾使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更臻完善，使區分所有建築物相鄰住戶間之權利義務更為明確，以減少

糾紛，進而創造植基於公平正義之詳和社會。   承前所述，本文之研

究重心為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有部分，有別於傳統，而使用「共有部

分」此一名稱。蓋以現行民法第七九九條係使用「共同部分」之用語，

惟其內涵究係指所有權歸屬狀態或使用權歸屬之名稱，並不明確，易滋

紛擾。至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係使用「共用部分」此一用語，惟此種用

語，不僅不能與區分所有建築物之主要基礎－「專有部分」之名稱相

對，以達到體系上之一貫，且亦與先確定所有權歸屬，再決定使用權利

用型態之原則有違。況且，民法物權編修正草案第七九九條第二項、第

三項、第四項、第七項亦已使用「共有部分」之用語。因而，本文除於

引用法條、實務見解或學者論著時仍維持使用共用部分之名稱外，於論

述到通常所稱之共用部分或共同部分時，即一律改以「共有部分」稱

之，合先敘明。並依「共有部分」之用語，依次展開區分所有建築物共

有部分相關問題之研究。   本文共分為五章，為方便瞭解本文之研究

範圍，除第一章之緒論外，以下即就其餘各章之內容及相互間之關連性

作一簡單之介紹。 第二章為區分所有權概論。一、按區分所有權之上位

概念為空間權，因此必須先說明空間權之歷史沿革、基礎法理與空間權

之體系構造，並探討空間權是否違反物權法兩大基本原則－物權法定主

義與一物一權主義，如此始能瞭解區分所有權之沿革與發展。二、其

次，區分所有權之組成要素究竟有哪些？除了專有部分外，共有部分、

基地、構成員權是否亦為區分所有權之內容？我國現行法係採如何之看

法？亦有待探討。三、最後，則介紹建築物區分所有之型態及我國相關

法律於各種型態之適用情形。 第三章為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之探

討。一、首先即就現行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中「共用部分」用語提出檢



討，本文並認為應以「共有部分」用語最為妥適。二、其次，則就共有

部分之種類予以重新類型化，提出與傳統分類完全不同之類型化標準。

三、再者，因本文之討論重心為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有部分，故有關共

有部分之範圍亦須詳加說明，惟我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就共有部分之範

圍係採扣除法之定義方式，亦即係指專有部分以外之其他部分及不屬專

有之附屬建築物，因此必須先就專有部分之範圍予以介紹。四、接著，

共有部分之法律性質究竟為何？係公同共有、分別共有或互有？抑或係

一種新的共有型態？亦值得深思。五、最後，有關共有部分之使用、收

益、管理與處分等所有權之內容於我國有如何之規定？該等規定之內容

是否妥適？是否尚有改進之空間？又應如何改進？則於本章最末敘述。 

第四章為共有部分之專用使用權。按共有部分雖原則上為共用，例外於

不違背法律規定下，得約定為專用供特定人使用。惟就現今公寓大廈之

共有部分使用情形而言，「共有專用（約定專用）」成為一種常態，而

本來屬於原則之「共有共用」反屬少數例外情形。因此，有關共有部分

約定專用之相關問題，即另設於本章詳細研究。一、首先介紹的是專用

使用權之意義及性質。二、其次，專用使用權之主體是否限於特定區分

所有權人？抑或其他特定人亦得為專用使用權之主體？除此之外，專用

使用權可否自由讓與？皆有待探究。三、再其次，共有部分中，哪些部

分得成為專用使用權之客體？得成為專用使用權之客體者，其專用使用

權人於使用時受有哪些限制？亦須說明。四、再者，於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施行後，專用使用權之設定方式有哪些？其中，依公寓讓售契約設定

專用使用權之方式產生的問題最多，本文亦詳加敘述。五、另外，專用

使用權設定後，若將專有部分、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讓與他人，

則專用使用權之設定對於該繼受人是否仍有拘束力？依規約、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決議之方式與依公寓讓售契約之方式設定的專用使用權，其拘

束力有無不同？有待研究。六、至於專用使用權之消滅原因則於本章最

末介紹。 第五章為結論。一、首先將本文所述有關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

部分之相關問題討論，按章節順序作一歸納性之回顧與檢討。二、再根

據本文之研究結論，對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現行民法、民法物權編修

正草案、土地登記規則、地籍測量實施規則及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

令補充規定之主要相關條文，其修正建議、修正說明及於本文之參考頁

次，提出相關條文修正建議暨修正說明對照表，以總結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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