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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依據建築法第 11 條第 2 項及建築技

術規則相關規定 2，法定空地係作為建築

物之間，或建築物與道路之間的空間區

隔，旨在維護建築物便於日照、通風、採

光及防火等，以增進建築物使用人之舒

適、安全與衛生等公共利益。另一方面，

承載日照、通風、採光及防火等公共利益

的法地空地，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7條
規定，得為約定專用之客體 3。是以，在

現實生活中，不僅常有法定空地約定專

用之情形，約定專用權人在法定空地上

擅自搭蓋或設置違章地上物，阻礙他人

進出通行或變更法定空地性質及效用，

更是屢見不鮮。諸如此類使用法定空地

1 標題所指之管理，容由兩種角度解讀：一為區分
所有人藉規約或分管約定所為之（自治）管理，
除此之外，建築法令、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
對法地空地使用之管制，亦為一種（行政）管理。

2 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2 條之 1 及第 163 條。

3 建築法第 11 條第 1 項規定：「建築基地，包括
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
地。」所以，公寓大廈本身所占之地面與法定空
地同為全體區分所有人共有，殆無疑義。而共有
的部分，無論係依民法第 799 條第 3 項或公寓大
廈管理條例第 3 條第 5 款之規定，得經規約之約
定供特定區分所有人使用，即所謂「約定專用」。
惟公寓大廈本身所占之地面，因受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 7 條規定限制，不得為約定專用部分。反
面言之，法定空地不受該條限制，而得為約定專
用之客體。

之方式，除不符使用執照所載用途或牴

觸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令

外，亦違反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9 條第 2
項、第 3 項、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衍生

無數請求拆除地上物並返還法定空地於

全體共有人的訴訟。類似的糾紛，亦不乏

見於屋頂平台 4、地下防空避難室兼停車

空間 5 等其他共用部分，具體而微地呈現

特定小群體自治利益與不特定大群體公

共利益之衝突。自治與管制，究竟孰重孰

輕，攸關區分所有權人自治自由的界限，

更考驗法院的智慧。

於後，本文將著眼於法定空地，以

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247 號判決

為例，嘗試說明民事法院目前的處理態

度，無異「重私法自治，輕建築法令等公

法管制」，其後果不僅僅是削弱建築管制

效果，亦使民法秩序與公法秩序日益相

扞、漸行漸遠，有害法秩序體系之一致

性，誠非社會之福。正本清源之道，就

是必須正視建築管制規定體現的公共利

益，將這些公共利益延伸至私法關係，使

自治與管制可並行不悖、相輔相成。

4 例如臺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上字第 600 號判決。

5 例如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620 號判決。

吳瑾瑜◎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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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案例事實與法院見解	

一、	事實摘要

兩造均為望族山莊社區之區分所有

權人，又社區之法定空地，經約定由上訴

人等專用。惟上訴人等竟在法定空地上

設置違反建築法的圍牆、遮雨棚、鐵門等

地上物，將地上物所在之土地納為其私

人居家使用，阻絕他人進出通行。除此之

外，系爭法定空地，部分為防火間隔，部

分為不得設置任何障礙物之安全梯出入

通路，有台北市建築管理處函附卷可憑。

現被上訴人爰依民法第767條第 1項、第

821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拆除地上物並

將系爭土地返還予全體共有人。

二、	前審法院見解 6

（一） 上訴人占有使用系爭土地，顯已

妨害或變更該部分土地作為法定

空地或安全梯出入通路、防火間

隔之使用目的及通常使用方法，

亦違反 92 年 12 月 31 日修正前公

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6條第 2項及

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之規定，則

縱令上訴人之前手已經 90 年 12
月 15 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

通過，得以前揭方式占有使用系

爭土地，該決議亦因違反前述公

6 參見台灣高等法院 101 年度重上字第 326 號判
決。該判決論理詳盡，殊值細讀。惟限於篇幅，
本文僅能節錄最重要的部分。

寓大廈管理條例及建築法令之相

關規定而無效，上訴人不得據此

主張為有權占有。

（二）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9 條第 3
項規定，區分所有人就共有物為

分管協議者，不得違反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區域計畫法、都市計

畫法及建築法令等規定。而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第 9 條第 3 項禁止

規定之性質，究屬取締規定抑

或效力規定，公寓大廈管理條

例內固無明文規範，……鑑於

公寓大廈與其他個別獨立不動

產之差異，即在於公寓大廈係在

一有限空間範圍內聚集多數彼此

陌生之人，區分所有權人中一人

或數人在區分不動產內所為之任

何行為常常會影響至其他區分所

有權人，而為避免多數彼此陌生

之人在有限空間內發生糾葛之可

能，並降低個別區分所有權人脫

逸行為對其他多數區分所有人所

造成之不當影響程度，藉由上開

條例之適用，明確規範公寓大廈

內各區分所有人相互間權利義務

等項，以提昇居住品質。又「建

築物非經申請直轄市、縣（市）

（局）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許可

並發給執照，不得擅自建造或使

用或拆除。」此為建築法第 25
條所明定，而上開法文之適用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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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不以公寓大廈為限，其他個

別獨立之建物亦在適用範圍，準

此，若無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9
條第 3 項之禁止規定，區分所有

權人本即不得在區分不動產內為

任何違章建築。今上開條項既再

度明文禁止區分所有權人就共有

物為分管約定，不得違反建築

法，顯見立法者係鑑於區分不動

產內為違章建築之不當影響，尤

甚於其他個別獨立之不動產，而

為避免違章建築影響整體住戶之

居住品質，乃為上開限制，是以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9 條第 3 項

之規定，應屬效力規定，區分所

有人就共有物之分管約定，如有

違反建築法規者，應即屬違反效

力規定而為無效。

三、	最高法院見解

（一） 公寓大廈共用部分之法定空地，

若非屬同條例第 7 條各款規定之

情形者，參照同條例第 16 條第 2
項、第 58 條規定，應仍得約定由

區分所有人之特定人有專用使用

權而為約定專用權之客體。又約

定專用權人就約定專用之共用部

分，依同條例第 15 條第 1 項、

第 9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本

應依使用執照所載用途及規約使

用，不得擅自變更，且不得違反

本條例、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

法及建築法令之規定。惟根據同

條例第 15 條第 2 項、第 9 條第 4
項之規定，違反者既僅生管理負

責人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經

制止而不遵從者，報請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處理，並要求

其回復原狀或得請求主管機關或

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並請求

損害賠償之問題，則尚難認該二

條項之規定為效力規定。

（二）再者，公寓大廈之法定空地如約

定由特定區分所有權人專用，而

該特定區分所有權人未依約定使

用方法使用，其他區分所有權人

雖得請求其除去違反約定使用之

結果（例如約定使用法定空地為

停車位，卻違反約定搭蓋廚房，

他區分所有權人得請求拆除該廚

房），但在該分管協議依法終止

前，該特定區分所有權人亦仍有

使用該法定空地之權利，其他區

分所有權人尚不得請求返還該法

定空地。本件上訴人與系爭社區

區分所有權人間倘就法定空地確

有分管協議存在，則在未說明該

分管協議是否經合法終止前，能

否即認被上訴人得請求返還法定

空地，尤有待釐清並詳為深究之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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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目前最高法院態度走向─

不支持建築法規行政管制

的民事審判

就前揭案例事實觀之，約定專用權

人在法定空地設置圍牆、遮雨棚、鐵門等

地上物，違反建築法第 73 條第 2 項之規

定。除此之外，其使用法定空地，顯已妨

害或變更該部分土地作為法定空地或安

全梯出入通路、防火間隔之使用目的及

通常使用方法。簡言之，即有違反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第 9條第 2項、第 3項及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之情形。惟約定專用權

人並非違法使用的始作俑者，係沿襲前

手之使用方法。而該違法使用方法，業經

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於 90 年 12 月 15 日決

議通過。於此，牴觸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令等

規定之決議（分管約定），是否仍有效力

則不無疑義。厥為關鍵者，乃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 9 條第 3 項與第 15 條第 1 項規

定之性質究為效力規定或取締規定。就

此問題，審理本案之高等法院與最高法

院立場相左。惟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意

見各異者，不以本案為限 7。

經查，最高法院所持理由皆為：

「根據同條例第 15 條第 2 項、第 9 條第

4 項之規定，違反者既僅生管理負責人

7 亦可見於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620 號判
決；同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784 號判決。又前
揭判決與本文評析之判決，率皆出自最高法院民
事第二庭。

或管理委員會應予制止，經制止而不遵

從者，報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處理，並要求其回復原狀或得請求主管

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並請求損

害賠償之問題，則尚難認該二條項之規

定為效力規定。8」前揭理由，與最高法

院68年台上字第879號判例 9如出一轍，

源自相同的思維脈絡，那就是倘所涉法

規已訂有罰則或刑事責任，則為取締規

定 10，即便違反取締規定，法律行為仍然

有效。但僅以罰則或刑事責任之有無為

圭臬，來認定是否為無礙法律行為效力

之取締規定，卻未作任何法令政策分析

與法益權衡，誠如論者所評，「其實等

於不附理由」11。又儘管在另一亦涉公寓

8 參見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784 號判決；
同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2247 號判決。

9 最高法院 68 年台上字第 879 號判例要旨：「證
券交易法第 60 條第 1 項第 1 款乃取締規定，非
效力規定，無民法第 71 條之適用。證券商違反
該項規定而收受存款或辦理放款，僅主管機關得
依證券交易法第 66 條為警告，停業或撤銷營業
特許之行政處分，及行為人應負同法第 175 條
所定刑事責任，非謂其存款或放款行為概為無
效。」

10 以有無行政處罰、刑事責任抑或損害賠償責任，
做為認定取締規定之標準，例如：對證券交易法
第 43 條之 8 第 1 項、第 150 條性質之解讀，詳
參最高法院 86 年度台抗字第 414 號裁定；同院
91 年度台簡上字第 28 號裁定；同院 97 年度台
上字第 2729 號判決。有關銀行法第 22 條，詳參
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220 號判決；有關公
司法第 267 條第 3 項：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
第 1681 號判決；有關土地法第 82 條，例如最高
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1752 號判決；有關政府採
購法者，例如最高法院 100 年度台上字第 481 號
判決。

11 參見蘇永欽，從動態法規體系的角度看公私法的
調和─以民法的轉介條款和憲法的整合機制為中
心（於後簡稱「從動態體系看公私法的調和」），
月旦民商法特刊號，2003 年 3 月，第 91 頁。其
實，蘇大法官早於 1987 年就撰文指出：「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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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廈管理條例第 9 條第 2 項、第 3 項之

他案，最高法院曾揭示以下原則：「經

權衡該規定之立法精神、規範目的及法

規之實效性，並斟酌其規範倫理性質之

強弱、法益衝突之情形、締約相對人之

期待、信賴保護之利益與交易之安全，

暨當事人間之誠信及公平，足認該規定

僅在於禁遏當事人為一定行為，而非否

認該行為之私法效力時，性質上應僅屬

取締規定而非效力規定，當事人間本於

自由意思所成立之法律行為，縱違反該

項禁止規定，亦仍應賦予私法上之法律

效果，以合理兼顧行政管制之目的及契

約自由之保護 12。」然而，縱已揭櫫判斷

原則，但如何具體斟酌各衝突法益，如

何調和管制與自治，最高法院不公開分

析或說明示範，每以廢棄發回方式，要

求將建築管制解為效力規定之高等法院

重新審查，詳查違背使用執照之使用究

係違反何建築法令？推究該建築法令係

屬取締規定或效力規定 13 ？因此，自最

高法院 68 年台上字第 879 號判例公布以

取締規定為唯一立論，隱藏真正的評價（法益權
衡），與全無論點的主觀決定何異！」，參見
氏著，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的法律行為─從德國
民法 §134 的理論與實務操作看我國民法第 71
條（於後簡稱「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的法律行
為」），收錄於：蘇永欽著，民法經濟法論文集
（一），1988 年 10 月初版，第 112 頁。

12 參見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620 號判決。
同樣的判斷原則，亦可見於有關都市計畫法第
37 條、第 38 條之同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976 號
判決理由。究其原因，蓋前述兩則判決率皆出自
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

13 參見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620 號判決；
同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784 號判決。

降，判斷取締規定或效力規定的標準，

似有若無；抽象的判斷公式讓眾人至今

仍在迷霧裡徘徊，惶惶不知所終。除此

之外，最高法院長年習將建築法、都市

計畫法等有關建築管制視為取締規定的

態度 14，「猶如為公法的違法者在私法王

國提供庇護 15」，亦不無養癰遺患、折損

建管公共政策效果之虞。

其實，有關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9
條第 3 項或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屬性之爭

議，一言以蔽之，就是建築法規的行政管

制應有多少私法效應的問題。反言之，分

管約定體現的私法自治，是否比建築管

制政策更值得尊重？若依前述最高法院

揭櫫的原則來處理，即先由規範目的觀

之，建築法係為實施建築管理，以維護

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及增進市

容觀瞻而制定 16；都市計畫法則以改善

居民生活環境，並促進市、鎮、鄉街有計

畫之均衡發展為法規意旨 17；區域計畫

法則以「促進土地及天然資源之保育利

用，人口及產業活動之合理分布，以加速

並健全經濟發展，改善生活環境，增進公

14 從最高法院 48 年台上字第 1812 號判例、同院
50 年台上字第 1236 號判例承認違章建築得為交
易客體開始，建築法、都市計畫法等有關建築管
制即被解讀為取締規定。參見蘇永欽，註 11「從
動態體系看公私法的調和」論文，第 95 頁。

15 參見蘇永欽著，註 11「從動態體系看公私法的
調和」論文，第 96 頁。

16 建築法第 1 條。

17 都市計畫法第 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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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福利」為鵠的 18。凡此種種寄託於建築

法、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的利益，無

一不涉及到社會整體利益，其所蘊含的

公共意義，值得認真面對。若再將建築

法、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要保護的法

益，如公共安全、公共交通、公共衛生

及增進市容觀瞻等，與分管約定本身所

涉及的法益，如專用權人的使用利益、

區分所有權人團體的自治自由，相互對

比，難謂分管約定所涉及的法益，屬於受

優先保護的法益。更何況法定空地依建

築法第 11 條規定，旨在維護建築物便於

日照、通風、採光及防火等，以增進建築

物使用人之舒適、安全與衛生等公共利

益 19。日照、通風、採光可維護增進公眾

健康，防火則涉生命、財產之安全。附麗

於法定空地的健康法益、生命法益、財產

安全法益，在重要性上，又豈會低於專用

權人個人的使用利益或區分所有權人團

體的自治利益？第三，在我們的社會，違

反建築法規的現象，從平地到山區，從建

地到農田，從平面到立體，從專有空間到

公共設施，到處充斥違章建築 20。又在台

灣的公寓大廈，從地下室停車空間、法

定空地到樓頂平台，無處不見牴觸建築

18 區域計畫法第 1 條。

19 參見內政部 92 年 2 月 1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81845 號函。

20 如此一針見血的描述摘自：中華民國消費者文
教基金會 2015 年 01 月 29 日「不修建築法　生
命如螻蟻」新聞稿，參閱網址：http://www.
consumers.org.tw/unit412.aspx?id=1880， 最 後 瀏
覽日期，2015 年 04 月 03 日。

法規或不符使用執照所載用途之違法使

用 21。違章建築，比比皆是；違法使用，

不勝枚舉。而違章建築暨違法使用又屢

釀火災與傷亡，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躍登

媒體版面 22。最高法院無視違反建築法

規的現實生活之惡，反而自外於建築法

規立法者的價值判斷，不斷用建築法規

僅屬取締規定的見解，合理化、正當化背

離建管政策的行為，難道不會使建管政

策更難執行？國家一方面用建築法期待

人民為一定的作為或不作為，另一方面，

民事法院卻承認與此相反的法律行為的

合法效力。其間出現的價值矛盾，難道不

需要審酌檢討嗎？第四，最高法院或許

是憚於民法第 71 條禁止規定絕對有效或

無效這種全有或全無的解決方式失之僵

硬，故在有疑義時，寧可偏向從寬解釋，

盡量將所涉建築法規認定為取締規定。

但誠如識者於多年前指出，民法第 71 條

但書規定已為司法者預闢造法空間，建

立調整不同案型效果的基礎，以脫「有效

或無效」的僵局 23。最高法院其實可根據

案件所涉及各因素，選擇介於完全有效

或完全無效的中間類型，依案型創造判

21 另值得注意者，�有建築法第 77 條第 1 項：「建
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應維護建築物合法使用與
其構造及設備安全。」之規定。違反該條項，同
法第 91 條設有罰鍰規定；必要時，並停止供水
供電。

22 例如 2014 年 12 月 28 日在台北市南港區興中路
頂樓發生的火警；2015 年 1 月 20 日在桃園發生
的保齡球館大火，造成 6 名警消殉職。

23 參見蘇永欽，註 11「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的法
律行為」論文，第 116 頁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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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以兼顧管制和自治的最大利益 24。

肆、	建議代結論─從整合公私

法的角度看待建築法規行

政管制的民事效力

對於法定空地，區分所有權人得以

規約交由特定人專用。然而，以法定空地

為客體的專用（分管）約定，仍不得違反

建築法、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或使用

執照所載用途，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9條
第 3 項、第 15 條第 1 項設有明文規定。

是以，在法定空地上，同時併存「兩種型

態的管理」，分別為規約之管理與建築

管制之管理。此兩種管理，一則體現區分

所有權人的私法自治，另一則反映公法

的行政管制。併存於法定空地的私法自

治與公法行政管制，如本文揀選判決的

事實所示，卻有可能發生衝突。如何折衝

自治與管制，調和公私法間的價值衝突，

並維繫私法體系的獨立性，就本文揀選

的判決觀之，端視我們對公寓大廈管理

條例第 9 條第 3 項、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

「屬性」的理解而定。更追根究柢地說，

關鍵核心其實在於：我們如何看待建築法

規等行政管制在民事法領域的定位？又

24 蘇永欽大法官認為至少有八種「中間效力」之類
型可供選擇，分別為：一部無效、向後失效、相
對無效、一方無效、效力未定、得撤銷、得終止、
得轉換，參見：蘇大法官 2009 年 5 月 25 日於北
京航天航空大學法學院有關「合同法 §52（5）
的適用和誤用─再從民法典角度論轉介條款」之
演講稿，收錄於：中國法學大講壇，龍衛球主編，
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 11月，第 142頁。
同樣的觀點，亦可見於蘇大法官釋字第 726 號解
釋之「一部不同一部協同意見書」，第 16 頁。

這些建築行政管制應有多少的私法

效應？簡言之，建築法規的行政管制究

竟是取締規定或效力規定？違反建築管

制的法律行為，是否僅受行政法制裁為

已足，無須受民法無效制裁，以強化其政

策效果？而這些問題的答案，又完全繫

諸於我們在技術上如何區分取締規定或

效力規定？

其實，從最高法院承認違章建築得

為交易客體開始，建築法、都市計畫法等

有關建築管制，就已被解讀為取締規定。

近年來，倡議直接依物權法第757條規定

賦予違章建築「習慣法物權」的呼聲 25，

應該也是出自建築管制僅屬取締規定的

理解。所以，才會將違章單純視為行政上

的問題，「應該嚴格區分公法上的違章和

私法上的交易」26。又觀察有關違反建築

管制分管規約的效力爭議，無論是涉及

地下室停車空間、法定空地或屋頂平台，

每當高等法院以分管約定牴觸公寓大廈

管理條例、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及建

築法令為由否定其效力時，卻屢見最高

法院以廢棄發回方式，間接肯定這些違

25 各家學說觀點及相關討論可參閱：許政賢，淺析
違章建築事實上處分權之定位，月旦裁判時報，
2014 年 12 月，第 30 期，第 63 頁以下；魏大喨，
違章建築物所有人及受讓人之財產權保障，月旦
裁判時報，2014年12月，第30期，第74頁以下。

26 詹森林教授於「最高法院關於違章建築判例之研
究」座談會的發言，參見：座談會會議綜述，月
旦裁判時報，2014年 10月，第 29期，第 194頁。
又最高法院魏大喨法官主張：「民事法的功能，
乃在界定私權利義務關係，民事審判無須配合行
政管制目的之達成。」，參見氏著，註 25 論文，
第 8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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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建築管制規約的合法效力 27。數十年

來，最高法院的態度寬容，承認違反建築

管制法律行為的私法效力。如今，俯仰之

間都是違章建築；違反建築管制的分管規

約，蔚成風氣。違章行為儼然已成台灣社

會的「風俗習慣」，而這豈僅是行政怠惰

或民代施壓的結果 28 ？

公法上的秩序與民法上的秩序，

無分軒輊同等重要。民法上的司法者應

該要尊重建築相關法規立法者的價值判

斷，盡量力求公私法秩序體系一致性的

判決 29。由民法第 56 條 2 項及第 71 條規

定內容可知，公法可作為法律行為界限；

公法規範可藉前述兩條文轉換為效力控

制規範，作為法律行為的門檻 30。民事法

官不能僅以私法自治、契約自由、交易安

全為念，而是應該看見民法中的公法性

質，讓民法的功能不僅僅侷限在處理私

人間交易糾紛，更能保有一定程度的彈

性，成為推動管制政策的重要工具。回顧

最高法院長逾五十年偏重私法自治、交

27 最高法院與高等法院一致否定該類決議效力的案
件，相當少見，例如：台灣高等法院 98 年度上
字第 600 號判決，獲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2079 號裁定維持，事涉「不拆除頂樓平台違建
的決議」，最高法院同意高等法院「該決議內容
違反第 71 條無效」的見解。

28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認為：違建氾濫的主
要原因，來自於政府民代與違建戶三方的互相角
力，形成共犯結構，參見註 20 新聞稿。

29 黃虹霞律師、吳從周教授亦持類似見解，然係
針對違章建築，參見註 26 座談會會議綜述，第
191 頁及第 195 頁。

30 參見蘇永欽，註 11「從動態體系看公私法的調
和」論文，第 84 頁。

易安全的民事審判實務，堪稱一部「將公

法效果堵在私法門外」31 的歷史。然由近

期多起頂樓違建引發火災的不幸事件或

「柯P拆違建 大快人心」的新聞報導 32看

來，讓人不禁想問：是否有必要繼續一仍

舊貫，維持承認違反建築管制法律行為

的立場？或是應該改弦易轍，轉往干預

自治、強化管制的方向？為讓私法有效

發揮輔助建築管制的功能，恐必須從功

能法的角度重新檢討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 9 條第 3 項暨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之性

質。而為確認前述規定的性質，又不得不

先解決在技術上如何區分取締規定或效

力規定的問題，可惜就此，至今仍乏可操

作的標準。鑑於取締規定或效力規定涉

及複雜的價值衡量，無法於本文盡述。有

關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前述規定屬性之問

題，留待未來在他處詳細討論。

綜合上述，撰寫本文之目的僅在呼

籲：牴觸建築管制之分管約定，一方面是

自治與管制衝突的縮影；另一方面，也是

公私法交錯關係的映現。既是公私法交

集匯流的領域，面對違反建管規定分管

約定之效力爭議，就不能侷限於純粹民

事關係的視野，而必須宏觀地從體系整

合的高度，解釋適用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31 參見蘇永欽，註 11「從動態體系看公私法的調
和」論文，第 95 頁註 81。

32 參 見 中 時 電 子 報 2015 年 04 月 01 日 報 導，
網 址：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
rs/20150401000393-260102，最後瀏覽日期 2015
年 04 月 0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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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第 3 項暨第 15 條第 1 項之規定，

創造調合自治與管制的空間，使兩者並

行而不相悖。期待最高法院能建立如此

的認知，輔助建築管制，引導社會發展，

使建築管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能成為

區分所有權人分管規約的基礎；而奠基於

公共利益的分管規約，能生根發展為維

繫區分所有權人團體生活的自治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