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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分管約定，倘係於98年7月23日民法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修正施行前
業已成立、且未定有分管期限者，最高法院或臺灣高等法院或臺北
地方法院之態度似乎皆為，共有人不能依民法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
新規定之多數決方式予以終止。縱依98年7月23日施行之修正後民法
第八百二十條，倘欲終止全體共有人合意之分管契約，乃變更管理
，須經共有人全體同意，始得為之。總結來說，就分管約定之終止
，各審級法院之立場一仍舊貫，完全不受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新修
正規定之影響。

中文關鍵詞： 分管契約（約定）、分管契約（約定）之終止、專用權約定、民法
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公寓大廈共用部分

英 文 摘 要 ： According to the in 2009 revised Article 820 of the Civil
Code : “Unless otherwise provided by a covenant, the
management of the thing held in indivision, the consent of
more than half of the Co-owners whose holding of ownership
is more than half of the total share shall be required. But
if the holding of ownership is more than two thirds, the
numbers of consenting co-owners need not be taken into
account.” The amendment adopt majority rule while
abolishing the absolute unanimity. This research aims at
investigating if the new enacted majority rule applies to
termination of Separate-Management Contrac.The Analysis of
the judgments pronounced by the Supreme Court since 2009
shows however the stance of the Supreme Court on
termination of Separate-Management Contract insists on
absolute unanimity. The legal situation regarding
termination of Separate-Management Contract still remains
unchanged.

英文關鍵詞： Article 820 of the Civil Code , Covenant to manage the
thing held in Indivision, Separate-Management
Contract,Termination of Separate-Management Contract,
Majority Rule, Absolute Unani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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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終止分管契約之研究─以最高法院裁判為中心 

 

一、前言 

我國民法第八百二十條原規定為：「共有物，除契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

管理之。共有物之簡易修繕及其他保存行為，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共有物之

改良，非經共有人過半數並其應有部分合計已過半數者之同意，不得為之。」 

惟前該規定於民國 98 年 1 月遭修正，由三項規定增加為五項規定。其中，除「共

有物之簡易修繕及其他保存行為，得由各共有人單獨為之」僅屬項次順序的調整，

無涉內容變更外，新修正之第八百二十條廢止共同管理原則，改採多數決管理原

則，變為：「共有物之管理，除契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數及其應有部

分合計過半數之同意行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數不予計算。」

不僅止於此，倘經多數決採行之管理決定，顯失公平或因情勢變更難以繼續，新

規定允許法院得因共有人之聲請以裁定變更之。前揭所述變革，難謂輕微，無疑

將為共有物之管理帶來新發展，值得觀注，此即本計畫之研究背景。 

 

共有物管理契約之爭議，或關成立、終止方式，抑或涉及約定內容，面向不一。

本研究計畫，則著眼於管理契約之終止，關心在一致決共同管理原則遭第八百二

十條第一項新修正規定揚棄的背景下，共有物管理契約之終止方式，是否亦會受

新規定多數決管理原則之影響而有所變化。又在客體方面，本研究計畫聚焦於公

寓大廈共有（共用）部分，特別是有關共有（共用）部分提供予特定區分所有權

人專用，即有關共用部分專用權約定之終止。 

 

二、研究目的 

關於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分管契約之裁判，為數眾多；而相關之文獻研究，亦不乏

其數。惟相關文獻多聚焦在是否存在分管契約、分管契約對應有部分受讓人之效

力等問題，對於如何終止分管契約課題之討論，卻付之闕如。然而，在牽涉地下

室停車位之糾紛中，要求變更分管契約內容或主張分管契約已經變更之訴訟，卻

時有所聞。 

 

經查，多數的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分管契約，其實均為預售屋建商所預先擬定，於

與消費者締結預售屋買賣契約時，讓消費者併與簽訂者。由預售屋建商預先擬定，

使消費者於購買預售屋時所簽訂者，即為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五十六條第一項所

稱之規約草約；而規約草約，依同條第二項規定，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訂定規約

前，視為規約。準此，以規約草約為方便大門，預售屋建商遂可任意操縱、隻手

安排共有部分「專用使用權」之約定。待預售屋興建完畢、眾人遷入後，因召開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不易；或即便能成功召集並訂定規約，但新規約或多或少蕭規

曹隨，沿襲規約草約的內容。是以，就共有部分專用使用權之分配及歸屬而言，

預售屋建商之影響力，既深遠又長久。嚴格言之，共有部分專用使用權之分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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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屬，通常為預售屋建商意思之展現，而非純然為區分所有權人「當事人自治」

之體現。另外，隨時間推移、時移勢易，反映預售屋建商商業考量之「專用使用

權」約定，不無可能成為區分所有權人之間或區分所有權人與住戶間齟齲之根源，

製造矛盾衝突，妨害共同生活。於此，如何有效終止分管契約，變更共有部分專

用使用權之分配及歸屬，遂為值得關注之問題。 

 

以最高法院 97 年度台上字第 1350 號判決為例，該判決理由謂：「按共有物分管

契約係共有人就共有物管理方法所成立之協議，依民法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協議訂定之。其未定有分管期限者，因終止分管契約係關係

共有物管理方法之變更，自須經共有人全體同意，始得為之。」又如最高法院

99 年度台上字第 1191 號判決，該判決理由謂：「按公寓大廈管理條例係於 84 年

6 月 28 日公布，同年月 30 日施行，該條例施行之前，系爭大樓建商與各承購戶，

就屬地下室作為防空避難室兼停車場之管理範圍，訂有分管之約定，此應解該大

樓共有人已默示同意成立分管契約，為維持共有物管理秩序之安定性，若受讓人

知悉有該分管契約，或有可得知之情形，仍應受分管契約之約束。該分管契約既

未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終止，自不因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施行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決議另訂規約而失其效力。」   

 

倘前揭判決理由所揭示之見解可資贊同，不啻讓規約草約中有關共有部分專用使

用權之分配及歸屬，幾無變更之可能，亦無異使預售屋建商預先擬定之分管契約

有絕佳機會成為具永久效力之萬年規約。而這樣的結果是否合情合理，不無疑問。

其中，最高法院 97 年度台上字第 1350 號判決雖以民法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

「共有物，除契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管理之。」為裁判基礎。惟民法第

八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已於民國 98 年修正，現行規定內容為：「共有物之管理，

除契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數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數之同意行之。但

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數不予計算。」前述新修正規定對最高法院

裁決實務之影響，殊值關注。 

 

在此背景下，本申請計畫搜集民國 98 年第八百二十條修正以後最高法院所為之

相關判決，整理分析其判決理由，詳細檢視最近五年來最高法院見解之發展，與

過去立場之異同，觀察共有部分專用使用權之終止，是否受新規定多數決管理原

則之影響而有所變化，進而瞭解第八百二十條新修正規定之適用情形。 

 

三、文獻探討 

針對本研究計畫之主題，目前僅有一篇文獻可供參考，即楊松齡教授所撰，論公

寓大廈共用部分約定專用權之訂立及終止─簡評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1350

號判決（參見台灣法學雜誌，第 122 期，2009 年 2 月，頁 187－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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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楊教授的專文裏，楊教授首先陳明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僅為因居住於同

一建築物而發生的生活相關與物之共有的鬆散薄弱共同關係。公寓大廈共用部分，

性質上屬分別共有，但卻有其特殊之處，即受禁止分割之限制，無法藉分割結束

共有關係。除不得分割之特性外，基於「同一屋簷下」之生活環境，亦使共有人

必須受一定生活秩序之約束，或負維持特定生活秩序之義務，遂使共有人間發生

較物權法關係更複雜的團體法關係。 

 

又楊教授指出，理論上，團體法之意思決定應有全體構成員一致之決議。為此種

一致決之決議，在現實社會中存在交易成本之情形下，幾乎無從實現。爰此，多

數決原則之採行，不僅理論上可達經濟效率，更為不動產相關立法，如土地法、

平均地權條例、農地重劃條例、都市更新條例等所採，公寓大廈管理條例亦不例

外。準此，楊教授對最高法院 97 年台上字第 1350 號判決提出批評並質疑：不論

係依規約或共有之法理，皆可以多數決原則方式取得或終止專用權，何以獨依分

管契約成立而取得之專用權，仍必須經一致決之決議始能終止？依楊教授看法， 

最高法院之態度，牴觸團體法之精神，不符經濟觀點，亦與修正草案第八百二十

條第一項採多數決之立法趨勢有所乖離。 

 

筆者長期關注公寓大廈共用部分約定專用的情形，發現專用權人使用共用部分常

有違法情形，例如在法定空地搭建違章建築或設立鐵欄杆，不僅阻礙通行，而且

不符使用執照所載用途，故對如何終止專用權的課題特別關心，也贊成楊教授提

出的觀點。然楊教授論文所評析之判決，乃最高法院於第八百二十條新修正規定

公布施行前所為。第八百二十條新採之多數決原則施行後，最高法院是否會改變

立場，放棄一致決之決議，殊值觀察，故為本研究計畫的核心內容。 

 

四、研究方法 

首先由助理搜集各級法院有關專用權約定的判決，加以整理、歸納實務見解。再

由申請人進行類型化的比較研究分析。其中，會以歷經三級三審的個案及最高法

院或高等法院判決為研究分析之重點，若可供研析之上級審案例數量太少，則會

研究重心轉移至下級第一審之地方法院，例如集合式住宅較普遍之都會區如臺北、

臺中及高雄。以探求我國法院對如何終止分管契約的態度。又為能在計畫有效期

間內完成研究工作，本計畫將限定研究時間範圍，以過去五年、即民國 98 年至

民國 102 年之間發表的各級法院裁判為研究對象。 

 

五、結論與建議 

 

（一）研究發現 

以關鍵字＂終止分管契約＂搜尋最高法院於民國98年至民國103年之間的判決，

僅得三則判決，分別為：最高法院 103 年台上字第 282 號判決、同院 101 年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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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第 1294 號判決、同院 98 年台上字第 474 號判決。其中，僅前兩則判決的爭點

契合本研究案的主題。究其判決主旨，最高法院的立場，與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

修正前並無二致，即仍堅持終止分管契約須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由於在數量上，可供參考之最高法院裁判太少，遠低於筆者所預期，遂將搜尋目

標轉往台灣高等法院在研究時間範圍內公布之判決。檢視台灣高等法院之相關判

決後發現：在絕多數的案件中，共有人係請求分割共有物。面對共有人分割共有

物之請求，台灣高等法院認為應解為有終止分管契約之意思。此態度與最高法院

向來立場相同。惟處理此類案件，無論台灣高等法院或最高法院之判決意旨，通

常就侷限在「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應解為有終止分管契約之意思。」範圍內，

鮮少再就如何終止分管契約之問題表示意見。 

 

惟仍有下列兩則台灣高等法院之判決，就如何適用民法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之新

舊規定之問題，略有表示意見，茲摘錄於後。 

 

(1)台灣高等法院 97 年度重上字第 486 號判決 

按共有物分管契約係共有人就共有物管理方法所成立之協議，依 98 年 1 月 23

日修正公布，公布後 6 個月施行前民法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應由共有人全

體共同協議訂定之。其未定有分管期限者，因終止分管契約係關於共有物管理方

法之變更，自須經共有人全體同意，始得為之，是上訴人於 98 年 3 月所為片面

終止契約，自不合法。縱依 98 年 7 月 23 日施行之修正後民法第八百二十條：共

有物之管理，除契約另有約定外，應以共有人過半數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數之

同意行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數不予計算。依前項規定之管

理顯失公平者，不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以裁定變更之規定，因本件係欲終止

全體共有人合意之分管契約，乃變更管理，自須經共有人全體同意，始得為之，

自不得由部分共有人即上訴人自行片面終止。 

 

(2)台灣高等法院 100 年度上字第 1141 號判決  

按民法物權編修正條文及本施行法修正條文，自公布後 6個月施行，民法物權編

施行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亦有明文規定，故上開修正之民法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

之規定係於 98 年 7 月 23 日施行。再按物權在民法物權編施行前發生者，除本施

行法有特別規定外，不適用民法物權編之規定；其在修正施行前發生者，除本施

行法有特別規定外，亦不適用修正施行後之規定，民法物權編施行法第一條有明

文規定。查民法物權編施行法就民法第八百二十條規定並未規定得溯及適用，依

上開說明，自應適用修正前之民法第八百二十條。是共有物分管契約係共有人就

共有物管理方法所成立之協議，如成立於 98 年 7 月 23 日民法第八百二十條第一

項修正施行前者，依 98 年 1 月 23 日修正前之規定，應由共有人全體共同協議訂

定之。其未定有分管期限者，因終止分管契約係關於共有物管理方法之變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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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經共有人全體同意，始得為之，尚難認各共有人得隨時終止分管契約（最高法

院 89 年度台上字第 585 號、97 年度台上字第 1350 號判決意旨參照）。 

 

若將檢視的範圍繼續往第一審級的地方法院延伸，例如臺北地方法院於 98 年至

104 年所為之判決，所得之發現與台灣高等法院並無二致。即臺北地方法院繼續

援引最高法院於新法施行前的見解：「因終止分管契約係關於共有物管理方法之

變更，自須經共有人全體同意，始得為之，尚難認各共有人得隨時終止分管契約。」

又與台灣高等法院相同，臺北地方法院每每以最高法院 89 台上字第 585 號判決

意旨為其裁判依據。 

 

綜上，可得以下觀察： 

(1).分管約定，倘係於 98 年 7 月 23 日民法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修正施行前業已

成立、且未定有分管期限者，最高法院或臺灣高等法院或臺北地方法院之態度似

乎皆為，共有人不能依民法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新規定之多數決方式予以終止。 

(2).縱依 98 年 7 月 23 日施行之修正後民法第八百二十條，倘欲終止全體共有人

合意之分管契約，乃變更管理，須經共有人全體同意，始得為之。 

(3).總結來說，就分管約定之終止，各審級法院之立場一仍舊貫，完全不受第八

百二十條第一項新修正規定之影響。不僅如此，台灣高等法院或臺北地方法院， 

屢屢以最高法院於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修正施行前之 89 年度台上字第 585 號判

決或 97 年度台上字第 1350 號判決意旨為其裁判依據。換言之，在如何終止分管

約定之問題上，就各級法院見解看來，毫無區分新舊法之必要。 

 

（二）分析 

抑或鑑於「分管契約之成立須由共有人全體協議定之」的見解，各級法院不得不

堅持「經共有人全體同意始能終止分管契約」之立場。惟分管契約無非管理共有

物之決定，同屬共有物管理契約，其特殊性僅在各共有人分別占有共有物特定部

分而已。何以共有物管理契約得適用第八百二十條新修正第一項之多數決規定，

而分管約定則非全體共識決不行？新修正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所稱「除契約另有

約定」，或非以管理決定之「類型」為限，容或解讀為決議之「比例門檻」？ 

 

易言之，關於管理共有物之決定，是否必須區別「共有物管理契約」與「分管約 

定」等類型 ，就其「成立」，分別適用不同決議門檻？又是否必須援引相同原則，

才能「終止」共有物管理契約與分管約定？ 

經查，繫屬於各級法院審理之約定專用權爭議，無論係在 98 年 7 月 23 日民法第

八百二十條第一項修正施行之前或之後涉訟者，率皆為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施行之 

前已取得建造執照之公寓大廈。此類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就共用部分所為之 

專用權約定，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五十五條第二項，不受該條例第七條各款規

定之限制，且非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所稱規約，而係屬分管契約。既非規約，自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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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大廈管理條例之適用，而必須回歸民法。另由於目前所有涉訟之專用權約定 

，均係 98 年 7 月 23 日民法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修正施行之前所成立。又民法第

八百二十條第一項新修正規定無溯及既往之效力，故無依新規定之多數決方式終

止專用權約定之餘地。所以，民法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之修正新規定縱已施行五

年之久，各級法院卻毫無適用新規定多數決之跡象，究其原因在於各涉訟專用權

約定率皆為舊法施行期間所成立。 

 

易言之，關於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專用權之約定，屬廣義之共有物管理契約，殆無

疑義1。惟以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公布施行日，即民國 84 年 6 月為分水嶺，又可分

為兩類。在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公布施行前業已成立者，性質上為分管契約；84

年 6 月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公布施行後，始成立之專用權約定，依該條例第二十三

條第二項第一款，非經載明於規約不生效力，故屬規約內容範疇。因此，成立於

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公布施行後之專用權約定，既為規約，則受公寓大廈管理條例

之規範，無適用民法第八百二十條之餘地。僅有在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施行前成立

之專用權約定，才是所謂的「分管約定」。而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施行前成立之分

管約定，除經共有人全體同意外，無終止之可能性。又第八百二十條於 98 年修

正時，除在第一項改採多數決外，另於第二項及第三項增訂：「共有物管理之約

定顯失公平者或因情勢變更難以繼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聲請，以裁定變

更之。」為前述兩項新增之規定，並無溯及既往之效力。是以，關於公寓大廈管

理條例施行前成立之專用權約定，共有人亦無機會依第八百二十條新增第二項及

第三項規定聲請法院以裁定變更之。 

 

總而言之，舉凡於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公布施行之前，經預售屋建商居間成立之「專

用使用權」約定，因幾無由共有人全體同意終止之可能性，可謂具永久效力之萬

年約定。即便第八百二十條有關共有物管理之規定，自 98 年修正後在立法政策

上改弦易幟，但新規定並未帶來任何變革，法律狀態仍是「建商有權能劃地，法

院無力可回天。」 

 

（三）德國住宅所有權法之觀察 

在德國，就區分所有權人之權利及義務，該國住宅所有權法第十三條（針對權利）

及第十四條（針對義務）分別設有規定。惟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用部分之使用 

，該住宅所有權法第十五條第一項之規定允許區分所有權人得另為特別約定，排

除或補充該法第十三條有關區分所有權人權利或第十四條有關區分所有權人義

務之規定。復依該法第十五條第二項之規定，此特別約定，固得以多數決方式為

之，然以符合共用部分設置目的之使用為限。此類約定之特徵，是讓所有區分所

                                                       
1  有學者認為：公寓大廈共用部分專用權之成立方式有三種，依讓售契約而成立；依規約而成立；

依共有之法理而成立。參見溫豐文，建築物區分所有權之研究，1992 年，頁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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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人享受相同權利或負擔相同義務，即受相同程度之利益或不利益2。至於賦

予特定區分所有權人專用使用權之約定，考量專用權 ( Sondernutzungsrecht )具

有排除其他共有人使用權限之排他性，且經登記後具有拘束應有部分受讓人之效

力，無論係學說或法院皆認為，非屬該法第十五條第二項所稱符合共用部分設置

目的使用之範疇，無適用住宅所有權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多數決方式之餘地，必須

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始得成立3。又由於約定專用權須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

同意始得成立，故倘欲終止約定專用權，亦必須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同意始能為

之4。 

 

綜上，就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之管理、使用收益而言，德國住宅所有權法區分

得以多數決成立之管理約定(Gebrauchsregelung durch Beschluss)或必經一致

決始能成立的約定 (Gebrauchsregelung durch Vereinbarung)，如專用權約定。 

究其原因，在於專用權之排他性、對第三人效力、持久性，使其已具物權之特徵，

有別於債權之使用權5。倘在區分所有建物共有部分上僅欲成立「有期限」之使

用收益權，則有租賃制度可供選擇6。 

 

是以，就德國住宅所有權法的經驗觀之，我國最高法院及下級法院就公寓大廈管

理條例施行前成立之專用權約定，即所謂的「分管約定」，堅持除經共有人全體

同意外無終止可能性之立場，難謂無理。然而，不得不正視、並應提醒者乃， 

在德國與我國，區分所有建物之建築型態存有相當差異。台式區分所有建物 

區分所有權人之人數，遠較彼邦為多，欲達全體共有人同意之門檻，可能性幾乎

是零。故台式專用權之約定，若無建商為媒介，由其與個別消費者達成特定共用

部分交由特定人專用之合意，殆無專用權約定之成立。 

 

（四）結論 

就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施行前成立之專用權約定，即所謂的「分管約定」，最高法

院及下級法院採取「經共有人全體同意始能終止」態度，無適用民法第八百二十

條第一項新修正規定之餘地。此種見解，在法理上難認有誤，但無益於終結民國

84 年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施行前由建商主導成立之專用權約定。  

                                                       
2 MüchenKommBGB / Commichau, 5. Aufl., 2009, WEG §15, Rn.32.     
3  MüchenKommBGB / Commichau, a.a.O., WEG §10, Rn.21 und Rn 49. 
4  MüchenKommBGB / Commichau, a.a.O., WEG §10, Rn.37. 
5  MüchenKommBGB / Commichau, a.a.O., WEG §10, Rn.22. 
6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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