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條  1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節 立法目的及法令適用 

 

第 1 條（立法目的及適用範圍） 

①為加強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提昇居住品質，特制定本條例。 

②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第一款 立法目的 

一、立法緣起： 

本條例之制定緣由，係因我國高層建築與住宅社區隨社會經濟發展

與人口因大量都市化而激增，有關住戶權利義務關係日趨複雜，於區分

所有與管理維護上所產生的爭議也層出不窮。諸如：專有及共有權屬界

定混淆不清，附屬共用設施（昇降、消防、防空避難、停車空間設備

等）管理維護，違規使用對於公共安全與衛生之危害等問題。鑑於建築

物管理維護對社會秩序及人民權益之保障攸關重大，亟需制定專法以為

管理，爰擬具本條例草案
1
。 

本條例制定前，國內相關建築物管理維護法規，僅散見於民法第

799 條（建築物區分所有）、第 800 條（他人正中宅門之使用）、土地登

記規則第 69 至 74 條（建築物所有權登記）、國民住宅社區管理維護辦

法與省市高樓及社區管理維護辦法等規定
2
。 

                                                      
1 行政院 82 年 2 月 25 日所提出本條例草案總說明、立法院內政及邊政委員會召集委

員趙永清說明，立法院公報第 84 卷第 36 期院會紀錄，第 32、33 頁。90 年度台抗

字第 90 號。另 109 年度判字第 586 號：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基於台灣地狹人稠，

傳統獨立或公寓式建築不敷需求，而在一定面積上興建集合式高樓大廈可提供大量

的個別居住空間，因市場機制而不斷推出，為避免眾人居住於集合式住宅內可能產

生之紊亂，本條例即要求公寓大廈全體住戶共同遵守規約或法令，而謀該住宅區域

安寧與安全之適宜居住，達到安居之目的。 
2 本條例草案 82 年 3 月 25 日立法院委員會初次審議時內政部吳伯雄部長說明，立法

院公報第 82 卷第 19 期委員會會議紀錄，第 449 頁；立法院第 2 屆第 1 會期第 4 次



 
 
 
 
 

 
2 第一章 總則 

基於世界各國對於集合住宅、公寓大廈均已作普遍性立法，例如：

美國於 1962 年訂定「公寓法」，德國於 1973 年訂定「住宅所有權法」，

日本於 1984 年通過「建物區分所有權法」。台灣已逐漸走向都市化，多

數人民均居住於公寓大廈或社區之中，內政部即自民國 72 年起著手進

行公寓大廈管理維護的研究，除參考美、德、日等國立法例外，並考量

國內風情民俗與實際需要，而於 73 年研擬「建築物區分所有管理條

例」草案，內容與名稱迭經更易，82 年 4 月完成「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草案」，並送請立法院審查
3
。本條例審議歷時兩年餘，於 84 年 6 月 9

日完成制定。 

二、立法重點與功能： 

本條例立法重點，包含：（一）規範住戶間彼此的權利義務關係：

規定哪些是共用、專有，住戶間有其權利，亦有其義務；在主張權利同

時，亦應盡其義務。（二）維護區分所有權人的生活環境品質：因應本

條例制定前公寓大廈內的屋頂違建、任意增建、缺乏公德心及任意變更

使用等四大問題
4
。（三）賦予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法定地位：新建公寓

大廈必須成立管理委員會，而舊的公寓大廈社區亦要求其成立管理委員

會。且住戶間也可以召集會議要求其成立管理委員會。此外，主管機關

也必須輔導成立管理委員會，以管理公共事務；於賦予管理委員會法定

                                                                                                                                  
會議議案關係文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草案總說明」，立法院第 2 屆第 5 會期第 15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草案審查報告」。另按內政部 69.5.29(69)台
內營字第 27877 號令訂定發布「國民住宅社區管理維護辦法」、104.3.31 台內營字第

1040804029 號令發布廢止。台灣省政府 74.6.1(74)府法四字第 28892 號令發布「台

灣省高樓及社區安全維護辦法」、同府 83.3.24(83)府法四字第 142630 號令廢止。台

北市政府 75.6.5(75)府法三字第 91590 號令發布「台北市高樓及社區安全維護辦

法」、同府 82.9.29(82)府法三字第 82071375 號令廢止。高雄市政府 72.4.20(72)高市

府警保字第 9089 號令發布「高雄市高樓及社區安全維護辦法」、同府 81.8.31(81)高
市府警保字第 24913 號令廢止。內政部 81.1.3(81)台內警字第 8073301 號令訂定發布

「公寓大廈及社區安全管理辦法」、92.1.8(92)台內警字第 0920075039 號令廢止。 
3 立法院內政及邊政委員會召集委員趙永清說明，立法院公報第 84 卷第 36 期院會紀

錄，第 31 頁。 
4 立法院內政及邊政委員會召集委員趙永清說明「公寓大廈四大問題」：1.屋頂違建。

2.任意增建(在外牆、內廳、走道、樓梯及其他公共空間，為個人便利而任意加建，

妨害他人權利)。3.缺乏公德心(隨意堵塞通道、製造污染噪音等，妨礙公共衛生、擾

亂鄰居安寧)。4.任意變更使用(在住宅區內開設具商業用途的餐廳、KTV、理容院

等，造成治安死角及公共安全的危險源)，立法院公報第 84 卷第 36 期院會紀錄，第

32、33 頁。 



 
 
 
 
 
 
 

 

 

 第 1 條  3 

地位後，以利其從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工作，提升社區生活品質。

（四）對建物安全、噪音、違法營業、公共安全維護等事項，訂定違反

者之處罰規定
5
，以制止違法及敦促改善，並收管理之效。 

本條例有下列功能：（一）打造居家憲法：本條例為規範公寓大

廈、社區人與人間權利義務關係的母法，待本條例立法通過後，區分所

有權人間可透過大會決議制定規約，藉以規範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間權

利義務關係。（二）落實社區自治：建立自治性管理組織落實管理公共

事務，包括費用收支、公設維修及住戶間權利義務，均須於本條例中規

範。社區公共事務的運作，區分所有權人藉由出席會議、參與提案表

決，以表達意見。（三）維護公共安全：公寓大廈內所存在違章建築、

違規使用或營業，係因住戶間缺乏彼此查察的功能，以致公權力無法貫

徹，盼透過公寓大廈自治組織，自發性發覺危險源；俾令管理委員會權

責相符，適時查報內部違規事項
6
。 

三、立法目的： 

本條第 1 項明定立法目的：「為加強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以提昇

居住品質。」 

鑑於公寓大廈係在一有限空間範圍內聚集多數彼此陌生之人，區分

所有權人中 1 人或數人行為常會影響其他區分所有權人，與其他個別獨

立不動產顯然有異，為避免發生糾紛，藉本條例規範公寓大廈各區分所

有權人相互間之權利義務，以提昇居住品質
7
。本條例即就公寓大廈維

護、修繕、重建等「物的管理」，及區分所有權人（及住戶）間互動關

係、集居生活等「人的管理」，透過區分所有權人參與集會之決議，經

由民主及自治管理機制，以管理自身居住環境，決定自己生活方式
8
。

                                                      
5 立法院內政及邊政委員會召集委員趙永清說明「具體措施」包括：1.建築物公共安

全部分，強調自主管理(草案第 16 條使用限制、第 39 條罰則、第 17 條經營危險行

業之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等)。2.明確住戶權屬及使用範圍(草案第 8 條使用限制、第

39 條罰則)。3.專有部分之共同壁及樓地板維護修繕責任(草案第 12 條)。4.有效解決

住戶重大違規事項(草案第 18 條強制遷離、強制出讓)。5.公共基金之設置、管理及

運用(草案第 19 條)。6.公寓大廈起造人或建築業者銷售及產權讓售之規範(草案第

45 條)，立法院公報第 84 卷第 36 期院會紀錄，第 32、33 頁。 
6 立法院內政及邊政委員會召集委員趙永清說明，立法院公報第 84 卷第 36 期院會紀

錄，第 31 頁。按本條例審查過程，趙永清委員頗多參與並有重要意見及發言，趙

委員前揭發言紀錄，為本條例草案審查完畢後，提請院會二讀之總結發言。 
7 台灣高等法院 104 年度上字第 632 號。 
8 102 年度台再字第 30 號、107 年度台上字第 1955 號、107 年度台上字第 2059 號、



 
 
 
 
 

 
4 第一章 總則 

其目的係考量透過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規約、設立管理委員會等內部自

律自治機制；進行健全建築物使用管理體系，並使住戶權利義務明確

化，及公共生活獲得保障，以達生活秩序之管理，凝聚社區共同意識，

進而促進社區和諧；即以全體住戶共同利益為出發點，藉以建立「住戶

自治」之目的
9
。 

且本條例，原係為行政機關基於管理目的所制定，其規範重點在住

戶權利義務、管理組織及管理服務人等，與民法重在建築物各住戶所有

權之物權關係有異。民法與行政法規兩者於性質、規範範圍及功能有其

不同，應屬私法與公法之協力關係，此種雙軌規範體系之建構，應能有

效率規範和諧之社會生活，並滿足其不同制定目的之需求
10
。 

第二款  適用範圍 

本條揭櫫制定目的，係為加強建築物之管理維護，以提昇居住品

質。本條例之適用範圍，除本條例所稱「公寓大廈」外，多數各自獨立

使用之建築物、公寓大廈，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理具有整體不可分性

之「集居地區」者，縱非屬本條例定義之公寓大廈，惟其管理及組織仍

應準用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第 3 條第 1 款、第 53 條）
11
。 

一、公寓大廈： 

本條例之制定目的，既為加強公寓大廈管理維護，以提昇居住品

質。原則上以「公寓大廈」型態之建築物，始有本條例適用。「公寓大

廈」者，係指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建築執照設計圖樣標有明確界線，得

區分為數部分之建築物及其基地（本條例第 3 條第 1 款）。公寓大廈，

須具「得區分為數部分之建築物及其基地」要件
12
；符合本款規定者，

即屬公寓大廈，而有本條例適用，不因建築物「用途」有所區別
13
。因

                                                                                                                                  
台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字第 357 號、105 年度上字第 943 號、105 年度上字第

1228 號、106 年度上字第 962 號、107 年度上字第 444 號、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104 年度上易字第 163 號、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 108 年度上更一字第 3 號。 
9 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2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16 號、台灣高等法院 106

年度上字第 90 號、台北地方法院 105 年度簡上字第 446 號、台南地方法院 96 年度

小上字第 8 號、台中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674 號。 
10 98 年 1 月 12 日修正公布民法第 799 條於第 1 項修正理由。 
11 108 年度台上字第 1350 號。 
12 內政部 92.5.15 台內營字第 0920085806 號、96 年度台上字第 1027 號）。 
13 108 年度台上字第 1350 號、內政部 94.3.3 台內營字第 0940081915 號、內政部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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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住宅大樓、住商混合大樓等大廈建物，傳統 5 樓公寓，皆有本條例

之適用。此外，工業區內大廈其建築物各層用途雖為「工廠」
14
、或商

圈內「市場」用途建築物
15
，符合公寓大廈定義者，均有本條例適用。 

且「公寓大廈」適用本條例之先決條件，乃以有「區分所有建物」

存在為前提；倘土地所有人未於其土地上興建建物或無建物所有權者，

該所有人與其他所有人或建物所有人間，尚無從構成「區分所有」關

係，充其量僅成立民法上共有或相鄰等關係，尚無適用本條例餘地
16
。 

二、集居地區： 

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築物、公寓大廈，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理

具有整體不可分性之集居地區者，其管理及組織準用本條例之規定（本

條例第 53 條）。本條例第 53 條所定「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理具有整

體不可分性之集居地區」，指下列情形之一：一、依建築法第 11 條規定

之一宗建築基地。二、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中華民國 92 年 3

月 26 日修正施行前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申請開發許可範圍內之地

區。三、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理

具有整體不可分割之地區（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12 條）。 

本條例在於規範公寓大廈之管理維護，藉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規

約等機制，以提昇公寓大廈住戶之生活品質。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築

物，如獨棟透天建築物所組成之集居地區，倘其共同設施之使用與管理

具有整體不可分者；雖非屬「公寓大廈」者，依本條例第 53 條規定，

其管理及組織亦準用本條例之規定
17
。 

本條例規範對象，舉凡一定地域或空間內，在構造上或使用上具獨

立性之各建築物，對於共同設施之使用及管理具有相互依存之關係，可

認為具有整體不可分性，該一定地域或空間內之建築物，即符合本條例

之公寓大廈或集居地區，關於其管理及組織即有本條例之準用。至於，

建築物使用目的究係供住宅、商業或工廠使用，在所不問
18
。則獨棟透

                                                                                                                                  
署 96.8.14 營署建管字第 0960042124 號。 

14 內政部 86.1.30 台(86)內營字第 8672164 號案由四結論。 
15 內政部營建署 89.6.20 營署建字第 18277 號。 
16 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2 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16 號。 
17 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上字第 167 號、103 年度上易字第 742 號、106 年度上易字

第 189 號。 
18 108 年度台上字第 135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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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厝、別墅型集居社區，或別墅與公寓大廈混合型社區，其共同設施之

使用與管理具有整體不可分性之集居地區，依本條例第 53 條規定，其

管理及組織準用本條例之規定，以利共同事務之推展及自主性管理
19
。 

建築物或居住型態，如非屬本條例第 3 條第 1 款「公寓大廈」、或

第 53 條所定「多數各自獨立使用之建築物、公寓大廈，其共同設施之

使用與管理具有整體不可分性之集居地區者」，即無本條例之適用
20
。 

第三款 其他法令適用 

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規定（本條第 2 項）。說明如下： 

一、名詞或概念，源自其他法令： 

本條例條文所定名詞或概念，係援引自其他法令者，例如：「建築

物」、「法定空地」、「起造人」，係源自建築法第 4 條、第 11 條第 2、3

項、第 12 條之規定意旨。本條例第 7 條第 3 款「承重牆壁」、第 8 條第

1 項「外牆」、及「專有部分內之露台及陽台」等使用，即應參酌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25 款、第 22 款、第 20 款規定
21
。 

二、類推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一）性質與本條例規定事項相合者： 

本條例未規定者，得否適用（或類推適用
22
）其他法律之規定，仍

應視其規定性質是否與本條例規定事項相合者，始可援用之。例如： 

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為人的組織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為其最高意

思機關。其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

時，如召集人未於開會前 10 日以書面載明開會內容，通知各區分所有

權人，有違本條例第 30 條第 1 項規定者
23
；依本條例第 1 條第 2 項規

                                                      
19 內政部 84.11.23 台(84)內營字第 8406986 號。 
20 內政部營建署 106.7.26 營署建管字第 01060811032 號。 
21 內政部營建署 85.12.18(85)營署建字第 50781 號。 
22 101 年度台上字第 923 號：「類推適用」，係就法律未規定之事項，比附援引與其性

質相類似事項之規定，加以適用；為基於平等原則及社會通念以填補法律漏洞的方

法；倘無法律漏洞，自不生類推適用而補充之問題。未經法律規範之事項，得否類

推適用某項法律規定，應先探求某項法律規定之規範目的即立法理由，其次再判斷

得否基於「同一法律理由」，依平等原則將該法律規定類推及於該未經法律規範之

事項。 
23 106 年度台上字第 2202 號、109 年度台上字第 1837 號、台北地方法院 90 年度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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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應類推適用民法第 56 條第 1 項撤銷總會決議之規定，由區分所有

權人請求法院撤銷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
24
。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主持人」，於本條例第 34 條第 1 項係以「主

席」稱之。主席資格，本條例並無規定。主席之產生，應參考會議規範

第 15 條規定，由出席區分所有權人互推 1 人擔任主席
25
。倘由不得擔

任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主席之人擔任主席，並主持該會議，其決議方法違

反法令，依民法第 56 條第 1 項規定，區分所有權人得請求法院撤銷該

決議
26
。此外，公寓大廈生活所衍生的法律爭議，本條例所未能全然涵

蓋規範者，則適用民事相關法律，例如：公寓大廈管理費請求權時效，

本條例並無規定，適用民法第 126 條規定辦理
27
。 

（二）性質與本條例規定事項不相合者： 

其他法令性質與本條例規定事項不相合者，不可援用之。例如： 

民法第 52 條第 4 項：「社員對於總會決議事項，因自身利害關係而

有損害社團利益之虞時，該社員不得加入表決，亦不得代理他人行使表

決權」之社員表決權行使迴避之規定，係為避免社員因自身利害與社團

利益相悖，杜絕該社團總會為少數人所操縱，並防止有利害關係而無表

決權之社員與其他社員勾串，以代理人名義行使表決權，乃參考公司法

第 178 條及德、日等國民法之立法例而增訂，明文禁止該社員加入表

決，且不得代理他人行使表決權
28
。惟此規定與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性

質迥然不同，自無類推適用之餘地。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係全體區分所

有權人組成之最高意思機關，主要係為各區分所有權人權利義務相關事

                                                                                                                                  
字第 61 號、92 年度簡上字第 704 號。 

24 92 年度台上字第 2517 號、94 年度台上字第 1256 號、95 年度台上字第 2701 號、96
年度台簡抗字第 27 號、97 年度台再字第 65 號、97 年度台上字第 1562 號、98 年度

台上字第 1692 號、102 年度台上字第 239 號、106 年度台上字第 2202 號。 
25 內政部 86.1.30 台(86)內營字第 8672164 號案由一、89.6.3 台(89)內營字第 8983615

號。 
26 104 年度台上字第 842 號。 
27 內政部營建署 95.12.4 營署建管字第 0950062113 號。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98 年

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 2 號、台灣高等法院 96 年度上字第 116 號、台中地方法院

93 年度簡上字第 110 號判決。 
28 99 年度台上字第 634 號：如社員依民法第 52 條第 3 項規定以書面授權非社員代為

表決權之行使，非社員而與總會決議有利害關係，且與社團利益相衝突時，為避免

損及社團之共同利益，並貫徹同條第 4 項增設社員表決權行使迴避規定之旨趣，自

仍不得為之。 



 
 
 
 
 

 
8 第一章 總則 

項所召開，其決議事項本質上即與各區分所有權人有相當之利害關係。

為避免同一人有多數區分所有權而得以掌控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本條例

第 27 條第 2 項即設有出席人數及表決權之計算限制，均與民法第 52 條

第 4 項規定情形不同，自無類推適用之餘地
29
。 

且本條例為民法之特別法，特別法與普通法就同一事項訂有規範

時，應優先適用特別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代理出席規定，本條

例第 27 條第 3 項：「區分所有權人因故無法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時，

得以書面委託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

人代理出席；受託人於受託之區分所有權占全部區分所有權 1/5 以上

者，或以單一區分所有權計算之人數超過區分所有權人數 1/5 者，其超

過部分不予計算。」係為民法第 52 條第 3 項：「社員表決權之行使，除

章程另有限制外，得以書面授權他人代理為之。但 1 人僅得代理社員 1

人」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本條例第 27 條第 3 項代理出席之規

定
30
。「受託人」，僅就其受託區分所有權占全部區分所有權 1/5 以上

者，超過部分不計入表決權數之限制，並無限制受託人僅得接受單一區

分所有權人之委託
31
；即受託人如兼具本項各類資格者，其代理出席，

不以受 1 人委託為限。 

 

                                                      
29 台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字第 725 號。 
30 台灣高等法院 95 年度上字第 84 號。 
31 108 年度台上字第 1350 號、台灣高等法院 105 年度上字第 1654 號、內政部營建署

106.6.15 營署建管字第 01060036506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