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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原则上应该是以一栋独立建筑物为限确定的，专有部分不是建筑物区分所
有权的客体。每个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都指向客观的一栋建筑物，每个权利人的权利相对于其他权利人来说
在整栋建筑物上并不是绝对的排他支配。共有部分依据一定的方法进行确定和公示才是明确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的外部形式，从建设工程规划文件到房地产登记都应该明示共有部分内容。专有权和共有权仅为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权能或权利作用，表现出复合存在的特征。共同管理权的行使机制应该基于团体主义的
思维构建，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外部衔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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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物权法》虽然用 14 个条文规定了“业主的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第六章），但并没有确立完善的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表现为不能有效地解决现
实中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相关纠纷①，而且有些条文
（如第七十六条等）在现实权利行使中几乎没有发挥
过作用。就《物权法》施行 10 年来的司法实践看，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要顺应社会发展进行修正完
善。无论是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概念的内涵界定，
还是具体规则的构建，现代民法都需要适应社会的
高速发展而不断创新，尤其要改变用近代民法传统
的绝对所有权观念解读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误区，
建立在绝对所有权观念上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三
元论”②是无法解释清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之间的
特殊关系的，而且所有权的社会属性在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关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因应现实需
求在民法典编纂时厘清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具体规
则，
必须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内涵进行重新解释。
我国没有近代民法典传统的历史包袱，因而民
事立法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高速发展的需求。目
前，我国正在进行民法典各分编的编纂工作。民法

典分则编并不只是简单地将既有的民事单行法纳入
民法典中，还要做到分则编内容的自我完善性质的
修正，
并且要和《民法总则》以及其他法律相协调③。本
文立足于对现行《物权法》第六章“业主的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的解释论展开，试图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的概念内涵放诸民法典体系中进行重新解释，
进而对
厘清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的具体规则指明方向。
一、抽象而特定的客体是解释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内涵的起点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规定在《物权法》的“所有权”
编，属于所有权的特殊类型。而依据《物权法》第二
条、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所有权的客体应为动产和不
动产，所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客体简单理解就是
一种不动产，并且该不动产依据物权客体特定主义
应该具有特定、独立、有体的特征。关于《物权法》第
七十条规定的一般意义上的解释，认为专有部分和
共有部分共同构成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客体。如此
说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所有权，
而是两个以上所有权的结合。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谢
在全教授认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一人具有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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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两个所有权，并非谓一个所有权包含两个所有
权”④。这种说法虽有道理，但其首先就不能容于我
国《物权法》体系。
《物权法》
“所有权”编都是关于单
一所有权的规定，即使是“共有”一章也是规定多个
民事主体享有一个所有权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即
使是两个所有权，其物权客体也应该是分别特定、独
立、有体的物。但无论是《物权法》第七十条所说的
业主享有所有权的专有部分，还是享有共有权的共
有部分，都不是特定、独立、有体的物，因此根本就不
能按照物权逻辑成立所有权。基于此，笔者认为，解
释《物权法》第七十条规则，应该首先明确法律规定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客体的真正指向。
（一）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客体是抽象的不动产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原则上应该是以一栋独立建
筑物为限确定的，各国立法均以此为前提。例如，法
国法将一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称为“纵向的共同所
有权”，而将以一组不动产为限成立的建筑物区分所
有权称为“横向的共同所有权”。在后一种情况下，
只有在这些不动产之间存在共用部分时（至少作为
地基的土地是共用时），才能适用“共同所有权”的规
则⑤。日本的《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等的法律》则专
门规定了“住宅区”一章，也表明通常建筑物区分所
有权是以一栋建筑物为限的⑥。美国则与此不同，其
物业产权制度并不区分是在一栋建筑物上成立还是
在小区范围内成立⑦，原因是美国法并没有民法典体
系中的物权概念，也没有物权客体特定主义的限制，
所以没有考虑物权规则的体系思维问题，只是从实
用的角度出发，主要通过合同和行政管制来解决问
题。我国《物权法》并没有明确是以一栋建筑物为限
还是以建筑区划内为限确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但
根据立法选择使用“建筑物区分所有”一词，应指称
单体建筑物的所有权状况，而不能指称拥有数个或
几十个建筑物的小区的所有权状况。当然，以住宅
区为范围界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作为特殊情况也是
存在的，只不过以一栋建筑物为限是标准的和容易
解释的。在我国，类似于住宅区区分所有的建筑区
划范围区分所有是普遍存在的，但仍不能从理论逻
辑上改变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以一栋建筑物为限的
原则。仅以一般的一栋建筑物为限确定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其权利客体并没有像一个权利主体在一栋
建筑物上成立一个所有权那么明确。所谓区分所
有，经常是从使用状况角度确定一栋建筑物内有多
套可供独立使用的“房屋”、有多个专有部分、有多个
业主。就像土地作为权利客体是依据“四至”这种物
理标准界定土地范围来实现的一样，一栋建筑物如
·18·

果要成立多个所有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以物理标
准来区分两个以上交易观念中的有体物，由此表面
上一栋建筑物就可以被区分为多个专有部分⑧。但
是，区分所有建筑物中专有部分却无法像土地那样
依据物理标准来确定其是否独立，甚至专有部分确
定的界限也是不存在的。因此，专有部分不是建筑
物区分所有权的客体，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客体与
传统不动产（土地）相比应该具有非常强的特殊性，
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存在。
虽然人类对于建筑物区分使用的历史很长，但
一直很难有效地建立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主要
就是因为该制度的权利客体具有特殊性，其中涉及
的关系复杂。德国有学者认为，在《德国民法典》施
行之前的德国州法也曾规定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相
关制度，但基于《德国民法典》第 93 条的规定却禁止
新设立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其原因既有理论上的考
虑，也有基于经验事实的考虑⑨。但德国也不得不顺
应时代要求于 1951 年颁布《住宅所有权与长期居住
权法》，该法在 2007 年进行了修订，即使在修订之后
也没有明确表明住宅所有权的客体究竟是什么，而
是从共有部分和专有部分（特别所有权指向的部分）
分别进行解释。我国《物权法》也是从专有部分和共
有部分区分来确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客体的，这种
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导致人们认为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是指一个权利人享有指向两个物的两个所
有权，并不是一个所有权⑩。两个物的说法显然是想
象的存在，客观上无法彻底区分专有所有权和共有
权两个物权客体。当然，这种主观抽象的说法也有
正确的成分，因为最初仅从横向分割一栋建筑物而
确定单一所有权的做法与现实不符，对于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人来说，更重要的权利指向是有关共有的
内容，或者说共有部分才是确定其权利的关键。我
国最早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的立法反映了这种现实
需求，原建设部 1990 年施行的《城市异产毗连房屋
管理规定》
（已失效）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异产毗连房
屋，系指结构相连或具有共有、共用设备和附属建
筑，而为不同所有人所共有的房屋。与《物权法》第
七十条相比，该条文以共有部分为基础解释建筑物
区分所有，而《物权法》第七十条则是以专有部分为
解释起点的。不能忽略的事实是，虽然作为权利人
的直观感受好像专有部分更重要，但没有共有部分
的存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就不能存在。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应该指向建筑物的整体，作为特定、独立、有
体的物权客体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场合只能是整
栋建筑物。

对于《物权法》第七十条的规则必须正确认知，
明确该条内容不能揭示出独立的专有部分的存在，
更不能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
称《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解释》）那样夸大专有部分为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客体。若干权利人的若干所有权
指向同一个建筑物，就物权客体来说应该是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但这又不符合一般所有权客体的标准
样态，不能按照物权的体系逻辑加以解释。因此，合
理的解释只能说每个区分所有权人的所有权虽然都
指向客观的一栋建筑物，但其实每个权利人的所有
权客体在抽象层面都是不同的，专有部分和共有部
分的界定和区分应作一体化处理。从一个权利人的
角度讲，其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抽象地指向了专有部
分加上共有部分，具体的现实角度则指向的是整栋
建筑物，但一个权利人的权利相对于其他权利人来
说在整栋建筑物上并不是绝对的排他支配。
（二）用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的区分来使物权客
体相对特定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指向的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
没有客观上（物理意义）的明确界限，专有部分功能
上的“独立”不足以明确其具有物权客体特定主义所
要求的特定、独立、有体的条件。高富平教授认为，
区分所有是对独立的单元享有独立所有权与对共用
部分享有共同所有权相结合的一种复合型房屋所有
权形式，区分所有既承认房屋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
事实，又承认这个整体中可以划分为相互独立的部
分。依据《物权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共有部分是
专有部分以外的其他部分，这反向倒推成为界定共
有部分的方式。换句话说，共有部分界定的关键在
于如何确定与其紧密相关的专有部分的范围。
《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解释》第二条规定了三个条件确定
何为专有部分，分别是：具有构造上的独立性，能够
明确区分；具有利用上的独立性，可以排他使用；能
够通过登记成为特定业主所有权的客体。需这三个
条件同时具备才可以被认定为专有部分。这种正面
认定专有部分的做法看起来清楚，但一旦涉及具体
标明专有部分的客观存在就会出现问题。虽然根据
“能够登记”的条件登记簿已经有专有部分面积图示
等内容，但专有部分和共有部分的界限仍然是不清
楚的。关于专有部分的范围，学说上有中心说、空间


说、壁心说和最后粉刷表层说等不同学说
，但无论
哪种学说都不能做到既在客观上确定专有部分的物
理界限，又能够从使用功能上确定专有部分界限与
物理界限是一致的。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先界定共

有部分再界定专有部分，可能更有利于明确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的客体。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解释》第三
条试图明确共有部分的范围，
但其并没有与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人直接对应，
即没有明确特定的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指向的共有部分是哪些。其实，
共有部分并不
是一个具体的物理界限的部分，
而是应该表现为确定
的所有权人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份额。
在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则安排中，应该明确区分
所有建筑物的共有部分包括建筑物的主体性结构和
共同通行部分。从建设工程规划文件到房地产登记
载体都应该明示共有部分的内容，而不是仅仅从专
有部分的角度公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需要明确的
是，共有部分中还有表现为共有专用部分的内容，如
顶楼的露台等部分，其虽然是共有部分，但因为所处
位置特殊，只能供特定业主来使用，其权利依据往往
是区分所有权人之间的约定。共有部分还可以区分
为法定共有部分和约定共有部分。法定的共有部分
即一般意义上的共有部分，是区分所有建筑物赖以
存在的基础，如住宅的基础、承重墙体、屋顶以及户
外的墙面、门厅、楼梯间、走廊通道等。而约定的共
有部分，是指本来为建筑物的专有部分，依照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人的合意或管理规约的规定，被变更为
共用的部分；约定共有部分不能先确定为特定建筑
物区分所有权人专有之后再依约定成为共用部分，
而应该是在构成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关系之始就通过
合意成为共有部分，否则其很难成为物权客体，而只
在特定人之间形成债权关系。
二、专有权和共有权复合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
表现形式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表现为专有权和共有权等要
素，但并非专有权和共有权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的
有机结合。主张专有权是独立的所有权的学者也会
认为专有权具有特殊性。如孟强博士认为，虽然各
个业主对其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但这些专有部分
毕竟存在于建筑物整体之中，局部不能脱离整体，更
不能危害整体，因此在涉及建筑物区分所有之全体
业主共同利益的情形下，建筑物区分所有的业主团
体可以决定对于某些业主专有部分所有权进行限制
甚至剥夺。专有权只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一种
权利表现，并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权利，共有权
和专有权是复合一体的权利表现。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中，专有权和共有权仅为权能或权利作用，其表现
特征为复合存在。
（一）专有权依附于共有权而存在
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发展的历史看，专有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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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设和绝对所有权观念密切相关。从立法固定绝对
规则下，区分所有必须考虑建设用地使用权的问
所有权观念开始之时（《法国民法典》第 544 条），即
题。在区分所有的形态下，住宅楼在外观上表现为
强调人的自由和所有权的绝对效力，进而忽略所有
拥有多个楼层的高楼，在横向（单元）和纵向（楼层）
权的社会属性。针对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区分所有建
上常常表现为复数的集合体，传统的个别式土地使
筑物，
《法国民法典》仅规定了一个条文（第 664 条）， 用权的模式无法简单套用到区分所有的建筑物之
提出当一所房屋的不同楼层属于不同所有人时，如
上。在同一个单元，在空间上自下而上同时有多间
果所有权证书对房屋的修缮与重建方式没有作出规
房屋，显然不能认为该单元所占有的土地的建设用



定时的处理规则 。但是，现实需要处理的不同所有
地使用权仅属于一楼的住户所独有，而宜将其确定
人的关系超出了第 664 条规定的范围，必须用新的
为共有。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解释》第三条第二款规
法律代替该规定，进而促使法国在 1938 年制定《关
定“建筑区划内的土地，依法由业主共同享有建设用
于区分各阶层不动产共有之法律》。关于专有权，法
地使用权”，即使该条“但书”规定的属于“业主专有
国法作了如下解释：建筑物的整体从物质上属于集
的整栋建筑物的规划占地”也是建立在整栋建筑物
体所有权，而这种所有权不能被看成是“从权利”，每
属于特定业主单独所有的基础上，实际上这种情况
一个共同所有权人仍然对其“区分份额”享有“不动
已经不是建筑物区分所有。从各国的法律实践看，


产所有权”，而这种不动产所有权的组成是：在不动
建设用地也应该是属于共有权指向的内容
。除日
产“共同所有权”中所占的“份额”、该份额所形成的
常一般使用的共有部分（如楼梯、过道等）以外，业主
空间以及私有的附属部分，它们构成独占所有权。 都是要试图为专有目的而从共有部分获取更多的利
需要注意的是，法国法的这种“独占所有权”的说法
益，因此，明确共有权的行使规则才是实现专有权目
是建立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就是一种“集体所有权” 的的可靠手段。
（共同所有权）的基础上的，相当于我国物权法语境
（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属于缺乏信任关系支撑的
下专有权的独占所有权必须依附于共有权而存在。 共有
德国《住宅所有权和长期居住权法》第 6 条规定了特
从物权体系的逻辑看，建筑物区分所有的共有
别所有权（专有权）的非独立性，其不得与其所属于
不能用普通共有的思维来区分，因为普通共有是建



的共有物应有部分相分离而为让与或设定负担 。我国
立在单独所有权的基础上的；更重要的是，在普通共
物权法理论所谓专有权指向专有部分、共有权指向
有中，无论是共同共有还是按份共有都以一定的信
共有部分的解释加剧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概念的分
任关系为支撑。在物权法的具体规则上，应该确认
裂，使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由一权表现为多权，这显然
共有权仅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权能，而不是独立
在逻辑上是错误的。
的权利，其不能归类为共同共有、按份共有的一种。
专有权指向的专有部分并不是一个确定的特定
但由于共同共有比按份共有需要更强的信任基础，
部分，很大程度上享有专有权只是一种现实感受而
因此，此处共有权的效力更接近按份共有。
已，区分所有的权利人之间就是围绕共有的利益和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共有权的特殊性还在
负担而形成特定的关系，比较明显的表现是“合理需
于，其特定共有部分可以为特定业主设定共有部分
要使用共有部分规则”。根据《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解
专用权。共有部分专用权，是指特定区分所有人对
释》第四条的规定，共有部分的使用应该由全体业主
于区分所有物共有部分或其基地的特定部分依规约
共同决定，但即使如此也存在专有部分的业主合理
取得排他的使用收益权。业主通过设定共用部分
使用与专有部分紧密相连的外墙面的必要；如果是 （如屋顶、外墙）的专用使用权，由特定的区分所有权
合理使用即使不经全体业主共同决定，其使用也是
人或特定第三人专属独占使用，以最大限度地发挥
合法的。总而言之，利用共有部分不仅是专有权行
建筑物的经济效用，实现物尽其用。专用使用权主
使的合理延伸，而且是专有权依附于共有权存在的
要依商品房买卖合同设定，虽然其仅具有债权效果，
一种表现。而涉及属于共有部分的车库、车位的使
但应当可以对抗第三人，如随物权变动而发生的债
用规则，则更是为了实现专有的目的，因为业主之间
权债务的概括让与。
并没有一个实现共有部分利益的共同目的。基于建
（三）相邻关系内在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设用地使用权而使用的基地也应该是共有权指向的
专有权和共有权的复合性还表现在相邻关系的
内容，这就超出了我国《物权法》的房地分离为独立
内在化。在绝对所有权观念下的单独所有权关系
物权客体的逻辑，但在“房随地走、地随房走”的交易
中，相邻关系是解决基于所有权属性带来的权利人
·20·

之间权利冲突的核心制度。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关
之债。物上之债是瑞士民法的学理概念，它指向那
系中，相邻关系已经不需要单独存在，相邻关系的理
些既有相对性，又能约束物权受让人的债，表现为债
念和具体规则已经内化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但
权与物权并存，债的主体与物权主体重合，在符合法


是，如果依据专有权主导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内涵， 律规定的条件时，物权转让同时导致债的移转
。由
即使有学者认为相邻关系已经内化于建筑物区分所
于业主团体管理的过程必然包括公开、公示的内容，
有权，仍然会存在一些基于单独所有权前提的说
因此对于业主来说，即使没有不动产登记这种公权
法。如有学者认为，相邻权为业主权的构成要素之
力背书的形式，也完全具备物权所要求的公示对抗
一，对调节业主之间的矛盾及利害关系起着巨大的
第三人的法律效果。



作用 。其观点建立在专有权和共有权是相对独立
三、以团体主义思维解释业主共同管理权的行
的权利的基础上，从而将相邻权也作为独立的权利
使机制
看待，认为业主之间是基于专有权而享有相邻权；在
《物权法》第七十条在解释论上有一种言外之
专有部分不明的情况下，问题则很难处理。实际上， 意，业主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
共有权关系中已经包含相邻关系的内容，在业主之
同管理的权利。这种解释是建立在专有部分能够明
间发生利益冲突时，利用共有权规则即可调整之，无
确区分且特定、独立、有体的前提下。但现实是建筑
需再使用相邻关系规则。
物区分所有权指向的专有部分是一个相对抽象和模
（四）公示方法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的契合
糊的存在，据此共同管理权就变成被专有权所排斥
现阶段以登记专有部分为内容的登记簿已经严
的一种权利，共同管理权和专有权之间存在对立、区
重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内涵不相契合，因为建筑
分的关系。而从区分所有建筑物现实使用的角度
物区分所有权和独栋别墅类的建筑物单独所有权是
看，共同管理权应该成为区分所有权建筑物能够有
不同的，其是以共有为核心的权利类型。因此，在重
效存续、保证使用的基础。因此，共同管理权的行使
构房地产登记制度时，除强化专有部分的登记效力
机制应该基于团体主义的思维构建。关于这一点，
外，还要明晰共有部分的登记内容，共有部分应随相 《物权法》并没有真正明确。
《物权法》第七十五条规



应的专有部分一并申请登记 。对共有部分的登记
定“业主可以设立业主大会”，
“可以”一词的使用表
应该从两个方面入手：其一，明确共有部分的范围， 明，现行法逻辑内业主团体的存续并不是建筑物区
如面积、位置等。虽然共有部分的确切范围由于受
分所有权构建的必要内容，更别说业主团体是否可
制于专有部分的影响很难确定，但相对来说共有部
以构成独立的民事主体了。但如果不能依据团体主
分是可以依据一定的标准确定的，从而可以明确建
义的思维解释业主团体的构成和共同管理权的行使
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对共有部分享有权利的范围，将
机制，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将形同虚设。
抽象的客体相对具体化。其二，明确建筑物区分所
（一）共同管理权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外部衔接
有权人对共有部分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份额，规
共同管理权与共有权是一体的，由于建筑物区
范各个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清
分所有权中的共有权没有信任关系的基础，共同管
彼此的权利和义务。
理权的行使机制就成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享有的核
物权公示的作用还在于维护交易安全。在建筑
心。当然，解决这种缺乏信任关系的共有可以有一
物区分所有权交易中，登记仅仅是公示的手段之一， 种最简单的思路，就是强化业主个体的权利，通过单
由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存在复杂的共同关系，传统
个权利人的主张实现共有权的维护。例如，德国法
上属于债的关系的一些内容也需要有交易安全方面
赋予单个的住宅所有权人一项管理请求权，通过这
的措施与之配套。如对于共用部分专用权的公示， 一管理请求权，单个的住宅所有权人可以积极地确
为维护法律秩序的稳定以及兼顾对善意第三人财产
保对共有物的正常物业管理。但是，业主毕竟是一
权的保护，区分所有权的受让人如果知悉专用权的
个人数众多的团体，单个业主的维权无法实现共同
约定，或者有可能得知其存在的情形，该受让人即受
的目的，反而可能促进“搭便车”行为的产生。在共



其拘束 。业主公约（管理公约）的有限对抗第三人
有制度中，以共有人个体为权利义务的归属主体，在
的做法也应该通过具体规则加以明确。对于业主将
人数众多的团体中，就共有部分的内外部民事交易，
共有部分为某些特定业主设定的债权，并不因建筑
容易产生交易成本过高、共有部分管理效率低下、共
物区分所有权人发生变动而变化，债的相对性在此
有人责任风险过大等各种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
时失去效果，因为这些表现为债权的内容属于物上
同时为了严格保护每一个区分所有权人的个人财产
·21·

所有权和有效维护财产所有权基本状态的稳定性与
其住宅进行强制拍卖。
可预见性，对于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建筑物或小区中
在理想的情境下，对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来说，
的全体区分所有权人而言，客观上需要一个订立和
应当承认两种不同的权利主体：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修改都需他们一致同意的业主公约 。业主公约，包
包括建筑物和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内的共同财产的共
括《物权法》第七十六条中的议事规则和管理规约在
同所有权，因而其当然归属于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内，其规范对象应该包括区分所有权人、承租人或其
人；管理财产的权利归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共



他经区分所有权人同意而为专有部分使用的人 。 同关系自身。就共同管理财产而言，这一权利并不
对于生活中常见的楼道被占用、楼梯坏掉而无人修
直接归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单个所有权人是
理的状况，
都应该由业主公约确定解决方法。
作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团体关系的成员而享有该
基于共有关系的基础，业主在非自觉的情况下
权利的。
“建筑物所有权人共同关系作为一种团体形
结为业主团体。数人一旦结为团体，则团体利益和
式，有取得与作为其成员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权
成员利益就相对独立，但其中联系的基础仍是共
利和义务相分离的权利和义务的能力” 。但依据
有。换句话说，团体的利益增大则成员的利益也增 《物权法》第七十五条的规定，业主大会是“可以”成
大，但并不是说团体的利益等同于成员的利益，二者
立的，其只是业主的议事机构，并没有形成有序的组
还是有区别的。建筑物构筑的整体性与所有权的局
织并成为具有独立地位的团体，
但结合实践中业主大


部性特征，使得不同组成单元的所有人在行使各自
会在管理中的作用，
其实际上构成业主的自治组织
。
所有权时相互之间极易发生冲突或出现侵犯他人所
成员相对于团体而存在，业主团体虽然根据建
有权的情况，这样各区分所有部分上就产生了区分
筑物区分使用而存在但相对独立。在建筑物区分所
所有建筑物所有成员之间的共同利益，建筑物区分
有中，共有财产并不是简单地在权利人之间抽象分
所有权人之间事实上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正是
割，而是由权利人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间不可避
这个利益共同体的形成，使得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
免的联系而实现。例如，业主个人和物业服务企业
必须组建一个团体，以组织的形式一起行使共同管
不存在谈判交涉的空间，物业服务企业也不会因个



理权并实施相关共同事务 。
人需求而改变整体服务。在业主团体法人化的构成
（二）业主团体法人化的功能
中，权力机关是业主大会，执行机关是业主委员会，
业主团体作为独立民事主体存在且其组织为法
监督机关现在是缺位的可以另外建立，从而构成现
人形式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发展历史的一个趋势。 代三权分立式的法人结构。业主委员会在现实的物
例如，德国联邦高等法院在 2005 年首次通过判决确
业管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业主大会的执
认，住宅所有权人共同体是一个具有自我形式的法
行机关，它代表了广大业主的利益，其表示行为具有
律主体，即一个通过法律形成的具有机构性的多数
整体性、集合性，行为效果也及于全体业主，这就在
人组织，它能够在住宅所有权人之外单独以法律主
很大程度上节约了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直接交涉的



体的身份出现在法律活动中 。在区分所有建筑物
成本和时间，有利于维护小区物业管理的稳定性和
中，若业主团体的独立地位不强，业主自治公约就无
高效性。虽然在理论上业主团体是否享有诉讼主
法起到明显作用，此时行政管理就仍然是主要调整
体资格存在争议，但司法实践中已经认可了业主团
手段，而由法律规定较多的禁止性、义务性规范来调
体的诉讼主体资格。这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业主团



整区分所有建筑物的管理纠纷必然导致效率低下 。 体相对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已经逐渐被确认。
就团体主义立法而言，效率是终极价值目标。但团
（三）共同管理权行使机制中的团体决议规则
体利益最大化并不必然以牺牲个体利益为手段，团
物业服务区内的业主与股份公司的股东具有相
体利益和个体利益是可以通过意思自治而实现共赢
似性，但股份公司一旦上市，公司股东可以很容易用
的。德国《住宅所有权和长期居住权法》规定有不良
脚投票，而业主却不能通过用脚投票来实现自己的
业主住宅的强制拍卖制度，即当某一住宅所有权人
利益。孙中山先生早在 100 年前就在《民权初步》书
有过错，严重违反其针对其他住宅所有权人所负的
中强调，重要的是如何教会中国人开会，不会开会是
义务，导致其他住宅所有权人无法忍受与其进行共
中国人成为国民后还为一盘散沙的原因。但在现
同体生活时，其他住宅所有权人可以请求其出售住
实中，业主真的是一盘散沙，由于《物权法》第七十五
宅；若其不愿意出售，则可以请求法院作出强制其出
条至第七十九条的规定没有确定开会的规则，在不
售住宅的判决，并依据该判决请求依照法定程序对
能形成全体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无论何种形式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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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决议都可能罔顾少数业主的意思进而损害其利
益，此时开会规则的程序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是决
定决议最终效力的根据。
决议行为虽然被规定在《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
四条第二款中，但其与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并不相
同。决议到底是意思表示形成的过程，还是以意思
表示为基础的结果，这是对决议行为理解的关键。
《民法总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范的关键是决
议应“依照法律或者章程规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
序作出”，否则不能产生对决议所涉团体范围内成员
的拘束力。而其中被拘束的成员可能对决议的内容
是反对的，并且并没有有效提出反对意见就已经因
为程序上的原因而直接接受决议的结果。受决议拘
束的主体只是因为有对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的一致
认识，就必须接受结果，个体对于结果的不一致意志
被淹没于决议约束的团体意志之内。
决议行为是否生效取决于其是否满足法律规定
或者章程规定的多数决表决规则，而不是具体单个
表决权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决议行为作为团体
法的产物，对其效力控制不能完全采取民事法律行
为效力瑕疵的一般性规定。全体一致的表决机制
和多数决的表决机制混合使用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兼顾业主自由和团体秩序利益的必然方式。由于区
分所有的建筑物本身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根本性的
内容是不能用多数决的方式进行表决的，因此，业主
公约（包括《物权法》规定的管理公约）就应该表现为
共同行为而不是决议行为。而基于《物权法》第七
十八条规定的业主对“侵害业主合法权益”的决议享
有撤销权，此撤销权应该仅能针对程序上的问题而
不能由于个别业主的利益受损。决议行为是团体
主义的产物，而非个体主义方法论的结果，多数决所
集合的每一个个体意思表示失去其独立性，
多数决



得出的团体意思凌驾于个体意思之上 。决议行为是
团体内部的意思表示机制，有时也会受到司法审查
来决定其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而导致其无效，
但并不受《民法总则》规定的一般的因意思表示瑕疵
而导致法律行为无效和可撤销规范的调整。
四、
结语
我国从《物权法》到《物业管理条例》等都试图构
建完善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
但实际效果是模糊
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概念的内涵，
不仅不能很好地解
决现实纠纷，
而且还产生了民法典体系上的问题。在
民法典编纂的背景下，物权编应重新解释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的概念：其一，应原则上以一栋独立建筑物
为限确定权利客体，抽象而特定的不动产是建筑物

所有权客体确定的实质。其二，对专有部分和共有
部分的界定和区分应作一体化处理，每个权利人的
权利相对于其他权利人来说在整栋建筑物上并不是
绝对的排他支配。应对共有部分依据一定的方法进
行确定和公示，从建设工程规划文件到房地产登记
都应该明示共有部分的内容。其三，所谓专有权、共
有权仅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权能或权利作用，并
且表现出复合存在的特征。另外，共同管理权并不
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与专有权、共有权并列的权
能表现，而应该是保障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正常存续
必需的外部要素，共同管理权的行使机制应该基于
团体主义的思维构建。
注释：
①最高人民法院在《物权法》实施不到两年就出台了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解释》，其相关规定与《物权
法》有比较大的差异，理念和规则均有所突破。最
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提到了
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的理由。
②“三元论”是指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由专有权、共有
权、成员权三要素构成。有一种观点认为，
《物权
法》第七十条也是符合“三元论”的（参见陈华彬：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研究》，法律出版社 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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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


撤销权的行使原因既包
括实体权益受侵害，
也包括程序权益受侵害。但笔
者认为，
实体权益受损在团体内部应该是不可避免
的，
因为在团体利益和个体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才会
出现多数决的问题。
编辑 潭 影
王小利

A study on Hot Issues in Property Right Chapter of Civil Code
The three articles in this publication explain the Chinese issue of the property law system from easement，

land contractual management rights and shared ownership of buildings. Specifically，the easement is an ancient

system with a history of thousands of years，and it has gained a new life under the practice of modern Chinas
real property law，which could not be summed up in the civil code just with the 10 years  experience of real

property law. The land contract management right is derived from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land reform，which
are stipulated in the property law as usufructuary righ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the land contract
management right has become the most innovative property right in the compiling of the civil code under the

impetus of the“Three Rights division”policy. The shared ownership of buildings is a relatively new system in
the property law.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such right is accompanied by the urbanization of lots of

countrie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living interests，and its color of collectivism is worth to be noticed when

interpreting the system. The three article，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civil code compilation，attempts to
explore Chinas effective way to solve Chinas problems. At this point，we eagerly hope that in the field of civil

law，we can have more research on new issu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not only in text

interpretation，but also in ideological. The three articles，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civil code compilation，
attempts to explore Chinas effective way to solve Chinas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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