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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成员权作 为建筑 物区分 所有权 的一个 重要组 成部分 ，是能够 体现建 筑
物区分所 有权特 点的核 心内容 。其具 有的“ 人法性” 特征， 使建筑 物区分
所有权实 现了“ 人法” 与“物 法”的 结合。 我国《物 权法》 关于建 筑物区
分所有权 的规定 采纳了 “三 元论”观点，但 是对于 成员权 的性质、行使主
体、行使 基础、 行使机 构等缺 少具体 明确的 规定。本 文通过 比较国 内外立
法及学说 对成员 权行使 过程中 的应有 内容进行 系统梳 理、研究 ，对我 国《物
权法》关于 成员权 行使方 面的立 法缺憾 之处提出 完善措 施。
第一章是 成员权 基础理 论的界 定。本 章首先 介绍了 成员权的 概念、 特
征以及形 成基础 ，通过 对成员 权的概 述，引 出对成员 权性质 的分析 。关于

士

成员权的 性质存 在众多 分歧， 目前主 要有以 下几种观 点：物 权说、 身份性

第二章分 析成员 权的行 使主体 。由于 成员权 的特殊 性，其行 使主体 与

博

建筑物区 分所有 权的主 体并不 完全一 致。在 现实生活 中还包 括开发 商、实

硕

权利说、管 理权说 、社员 权说等 。

学

际使用人 、专用 使用权 人、专 用部分 共有人 的主体地 位问题 。另外 本章也
分专节论述 了成员 权主体 资格的 取得与 丧失。

大

第三章成 员权的 行使是 本文研 究的重 点。成 员权行 使的基础 ——管 理

门

规约、成 员权行 使的权 力机关 ——业 主大会 、成员权 行使的 实施机 关——

厦

业主委员会 ，三者 共同构 成了成 员权行 使过程中 必不可 少的要 素。
第四章在 前文对 成员权 的行使 进行分 析的基 础上引 出对成员 权行使 的
权利救济 。本章 提出了 成员权 行使的 多元救 济途径， 如业主 撤销权 、赋予
业主大会 、业主 委员会 诉讼主 体资格 。此外 本章比照 股东代 表诉讼 ，提出
业主代表 诉讼的 立法建 议，还 提出了 民主协 商、行政 投诉的 救济途 径，以
期能够更好 的行使 成员权 ，从而 全面保 护业主的 权利。

关键词：建筑物区 分所有 权；成 员权； 物权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ownership of apartment building, me mbership
reflects the core part of it. The me mbership, whic h contains the feature of
“huma n law”, makes the ownership of apartme nt build ing achie ve the union of
“huma n law” and “property law”. The Property Law of our state on the
ownership of apartme nt build ing essentia lly adopted the “theory o f tr i lis m”,
but for the nature of the me mbership, the exerc is ing s ubjects, the fo undation
of exercise, the body of exercise lack specific rules. Through t he comparison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 ign legis latio n and theories on the exerc is ing o f the
me mbership, this artic le brought out impro ving measures on the s hortcomings
of our Property Law.

士

The first chapter is the summary of me mbership. F irstly, this chap ter

me mbership, based on the overview o f the me mbership, leads to the focus of

博

the nature of the me mbership. There are ma ny d ifferent views on the nature of

硕

introduces the concept, the characteristics as we ll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学

me mbership, several views ma inly exists as fo llowing: the theory of property

大

right, the theory of identity right, the theory of administration, the theory of
member right.

门

The second chapter introduces the exerc is ing subjects. Because of the

厦

particular ity o f the me mbership, its s ubject is not identica l with the subject of
the owners hip of apartment build ing. In reality there are proble ms concerning
the dominant positio n of deve lopers, actua l users, exclus ive users, common
subjects of the e xclus ive part. What’s more this c hapter also introduces the
qualification of exercising of the member right’s acquisition and loss.
The exerc ise of me mbership is the emp hasis o f this artic le. The
foundation o f me mbership’s perfor mance—regulations, the a uthor ity o f the
me mbership’s

performa nce—owner

congress,

the

execution

of

the

me mbership’s perfor mance— the owner committee, this three together
constitute necessary factors of the membership’s performance.
The forth c hapter ma inly introduce the protection o f exerc is ing the
me mbership. This chapter presents multip le ways o f protection, s uch as the
revocation r ight, the litigation qua lification o f the owner congress and the
owner committee .What’s more, according to Shareholders Representative
Actio n; I propose Owners Representative Proceedings, and democratic
negotiation, adminis trative compla int. I hope these proposals reach to a better
protection on memb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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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新中国成 立以来 ，
《物 权法》第 一次规 定了建 筑物区 分所有权 的概念 和
规则。《物权 法》通 过第 70 条 至第 83 条 这 14 个条文 ，规定 了四个 基本问
题：一、 对建筑 物区分 所有权 的基本 概括； 二、对专 有权性 质和内 容的规
定；三、 对共有 权的规 定；四 、对成 员权的 规定。其 中从第 75 条以后到
83 条都是关于成 员权的 规定， 足见其 在建筑 物区分所 有权中 的重要 性。
我国《 物权法 》现 有法律 条文中 虽然关 于成员 权的条 文所占篇 幅较大 ，
但“其重在把 成员权 和管理 权合并 成共同 管理权，侧 重管理 的职能 ”，①“把
成员权改 换成了 共同管 理权，实 际上削 弱了业主 大会的 团体性 ”， ②这对于
成员权的 行使是 非常不 利的。 现有立 法中对 于成员权 的行使 ，这一 关系建
筑物区分 所有人 实际利 益的关 键内容 却无系 统规定。 尤其是 对于关 系成员

士

权行使的 重要问 题，比 如：成 员权行 使的主 体资格、 成员权 行使的 基础、

成员权作 为建筑 物区分 所有权 人的一 项重要 权利， 对于充分 保障区 分

博

所有权人 对建筑 物的自 治管理 、协调 各区分 所有权人 的利益 以及维 持社区

硕

成员权行使 的机构 以及权 利救济 都没有 明确规定 。

学

的安定等 有着举 足轻重 的作用 ，但成 员权作 用发挥的 前提是 其得到 良好的

大

行使。从 我国目 前的立 法情形 来看， 为了充 分发挥成 员权的 自治管 理的功
能，有效 实现建 筑物区 分所有 权制度 的价值 ，我国立 法宜对 关于成 员权行

门

使的具体 制度进 行完善 。本文 通过比 较法分 析对成员 权行使 的制度 进行研

实现其功能 ，更加 有效地 保障业 主的权 益。

厦

究，并对 未来我 国成员 权行使 方面的 立法提 出建议， 以期成 员权制 度能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杨立新.业主的 建筑物 区分所 有权的基 本内容 及适用 [A ].王利明主编.物 权法名 家讲坛[C]. 北 京 ：
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 社，2008.158.
②
同上，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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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成员权的行使

第一章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成员权的基础理论
第 一 节 成 员 权 的界 定
一、成员权的概念和特征
“成员权 ，是指 业主基 于在一 栋建筑 物的构 造、权 利归属及 使用上 的
不可分离 的共同 关系而 产生的 、作为 建筑物 的一个团 体组织 的成员 所享有
的权利和承 担的义 务。”①
我国《物权 法》第 70 条规定“ 业主对 建筑物 内的住 宅、经营 性用房 等
专有部分 享有所 有权， 对专有 部分以 外的共 有部分享 有共有 和共同 管理的
权利”。此 法律条 文将建 筑物区 分所有 权分为 专有权 、共有 权和共 同管理 权，

士

基本采取 了三元 论的立 场，但 是我国 物权法 规定的三 元论与 一般的 三元论

三个组成 部分分 别是专 有权、 共有权 和成员 权，但是 结合我 国《物 权法》

博

第 70 条的规 定，可以发 现我国 立法将 一般三 元论观点 中的成 员权进 行了变

硕

观点又有 所变化 ，有所 区别。 一般的 三元论 观点认为 建筑物 区分所 有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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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替换 成了共 同管理 权。虽 然这样 的规定 大体上说 是可行 的，但 严格来
说二者还 是有一 定区别 的。按 照一般 的三元 论观点， 建筑物 区分所 有权包

大

括专有权 、共有 权和成 员权这 三个权 利，此 外还包括 对区分 所有建 筑物的

门

管理。业 主基于 成员权 ，能够 对区分 所有的 建筑物进 行管理 ，并且 成员权
强调业主 团体权 利中各 个成员 的权利 ，以 及各个成 员加起 来构成 管理团 体，

厦

即业主大 会，每个成员 也就是 业主在 这个团 体中享 有成员 权。而《物 权法》
第 70 条的规 定“把 成员权 和建筑 物的管 理放到了 一起， 叫做共 同管理 权，
侧重管理 的职能 ”， ②“把成员权 改换成 了共同 管理权， 实际上 削弱了 业主
大会的团 体性 ”， ③这不利于成 员权的 充分行 使及小区 自治的 发展完 善，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陈华彬.民法物权 论[M ].北 京：中 国法制出 版社， 2010.245.
②
杨立新.业主的 建筑物 区分所 有权基本 内容及 适用 [A ].王利明 主编.物权 法名家 讲坛[C].北京：中
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2008.158.
③
同上，第 1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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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在以后 的立法 中改进 ，采纳 一般三 元论中 成员权的 表述， 并对相 关具体
规定进行完 善 ①。
业主的成 员权作 为建筑 物区分 所有权 的组成部 分之一 ，具有以下 特征 ：
（一）成 员权是 一种独 立于专 有权和 共有权 的权利 。它虽然 基于专 有
权和共有 权而产 生，但是 不同于 专有权 和共有权 。
“成 员权主 要是对 全体业
主的共同 事务所 享有的 权利和 承担的 义务， 它不仅仅 是单纯 的财产 关系，
其中很大 一部分 是管理 关系，具 有人法 （管理制 度）的 因素存 在”， ②从而
确立了成 员权是 建筑物 区分所 有权中 一项独 立于专有 权和共 有权的 权利的
地位。
（二）成 员权是 基于业 主之间 的共同 关系而 产生的 权利。成 员权的 产
生主要是 基于业 主在一 栋建筑 物构造 、使用 以及权利 归属上 的不可 分割的
共同关系 。基于 此种共 同关系 ，各国 区分所 有权法均 规定了 全体区 分所有

士

人应当组 成团体 管理共 同事务 ，从而 产生了 每个区分 所有人 作为管 理团体

（三）成员 权是一 种永续 性的权 利。
“ 成员权 基于业 主之间不 可分离 的

博

共同关系 而产生 ，只要 建筑物 存在， 业主间 的团体关 系就会 存续， 原则上

硕

成员所享有 的权利 和应承 担的义 务。

学

不得解散 。基于 共同关 系而产 生的成 员权因 此同样与 共同关 系共始 终，具
有永续性 。” ③成员的变 动、部分 成员的 单独行 为等均不 影响业 主团体 关系

大

之永续性。

门

（四）成 员权是 私法权 利。成 员权是 所有权 的延伸 ，是区分 所有权 的

厦

一部分， 其内容 主要是 对业主 的共有 财产和 共同事务 进行管 理。这 些事务
本质上还 是私人 事务， 且成员 权的实 现主要 体现为业 主私人 的利益 ，是业
主的一种自 治管理 ，不同 于行政 机关基 于公权力 对区分 建筑物 的管理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本文通过对 我国立 法中共 同管理 权与成员 权对比 ，认 为应当采 用成员 权对我 国法律 完善，故本
文以下的探 讨皆以 成员权 作为对 象。
②
[日]丸山英气.区 分所有 权法[M ].日 本：大 成出版 社，1984.61.
③
段启武.建筑物区 分所有 权之研 究[A].民商 法论丛 V.1[C].北京： 法律出 版社， 199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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