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大學師生共學社群成果報告 

壹、 基本資料 

執行年度 110 

社群名稱 不動產法師生共學社群 

指導教師姓名 黃健彰 

社群主題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類    █跨域課程學習類   █統整課程學習類 

█深碗課程類                               █職涯發展類            

□其他(請註明)： 

學生成員 

成員 成員 

姓名 系所 姓名 系所 

趙奕縣 本校法律學系   

曹宜琳 台灣大學法律學系   

吳昀臻 台灣大學法律學系   

林育如 本校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田靖 本校法律學系   

陳重佑 本校法律學系   

貳、社群執行成果 

一、社群規劃理念與特色 

藉由師生組成社群研討不動產法相關議題，使學生學習，教師亦能教學相長，亦可因此

擴大學生學習諮詢與輔導機制，強化師生非正式之溝通交流，提升學習成效與教學品

質。 

二、社群活動列表 

活動日

期 

活動類型 活動名稱 與會人數 開放非社群

成員參加 

110.04.28 
□會議 □工作坊 ■講座 

□論壇 □說明會 □其他 

權利瑕疵擔保與抵銷 3人 □是 ■否 

110.04.29 □會議 □工作坊 ■講座 

□論壇 □說明會 □其他 
地政機關登記錯誤、遺漏或虛

偽之賠償責任 

       5人 
□是 ■否 

110.06.01 □會議 □工作坊 ■講座 

□論壇 □說明會 □其他 
公寓大廈實務問題(一) 6人 □是 ■否 

110.06.06 □會議 □工作坊 ■講座 

□論壇 □說明會 □其他 
公寓大廈實務問題(二) 6人 □是■否 

110.06.11 □會議 □工作坊 ■講座 

□論壇 □說明會 □其他 
公寓大廈實務問題(三) 6人 □是 ■否 

 □會議 □工作坊 □講座 

□論壇 □說明會 □其他 
  □是 □否 



 □會議 □工作坊 □講座 

□論壇 □說明會 □其他 
  □是 □否 

 

三、社群活動執行效益評估 

敘述本期辦理各項活動對於社群成員成長之效益，可從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跨領域學習交流等等面

向來敘述。 

1.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研討臺灣公寓大廈管理、不動產登記等不動產法議題（特別是相

關判決），發表相關論文、出版書籍，以大學的力量促進臺灣法學發展，使臺灣公寓大廈

管理更完善、不動產登記更有效率且減少糾紛。 

2. 跨域學習：結合法制與地政、不動產管理、建築領域，並比較外國法，達成跨域學習

的目標。 

3. 統整學習：不動產相關判決與問題分析需要總結過去所學，達成統整學習的目標。 

4. 深碗課程：學生藉此學習發現問題、尋找裁判等資料，進而學習解決問題，並能清楚

表達見解，達成深化學習的目標。 

5. 職涯發展：許多同學畢業後將從事律師職務，而未來律師將朝向分科專業化，召集人

曾為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聘任之律師學院不動產法律專業學程委員會委員，本

社群有助於同學未來成為不動產法律專業律師；且本社群學生成員來自校內外，有助於

學生人脈擴展。 

四、檢討與建議 

推動與執行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需要有熱忱之教師，敝人將持續推動與執行該計畫。建

議本校持續獎勵花時間推動與執行計畫的教師。 

五、活動剪影(請自選本期各項活動照片5-10張，並附各照片簡要說明。) 



國立臺北大學 

「遠端同步」活動紀錄表 

計畫/社群

名稱 

(請擇一) 

□ 教學創新計畫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 師生共學社群 社群名稱： 活動聯繫人：黃健彰老師 

□ 教師教學社群 社群名稱： 活動聯繫人： 

□ 學生學習社群 社群名稱： 活動聯繫人： 

活動主題  

活動時間 __110__年__6__月__1__日  __16__時__10__分 至 __18__時__14__分 

視訊系統 □Microsoft Teams □Google Meet □Cisco WebEx □其他，請說明： 

與會人員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黃健彰老師、法律學系碩士班：趙奕縣同學、吳昀臻同學、

吳東諺同學、曹宜琳同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碩士班：林育如同學。 

與會人數 共6人 

活動方式

與內容 

⚫ 敘述本次活動進行之方式與活動內容 
一、本次活動進行之方式：老師先請林育如同學發起會議通知 email 給每位同學，邀

請同學加入會議。討論開始，同學們輪流對於文章的問題發表意見與建議，老

師接著回應各個意見與建議。最後，老師交代「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字第

169號民事判決」此一判決請同學們視訊結束後進一步詳細閱讀並針對判決爭點

提出意見，此次的討論結束，後續填寫完成活動紀錄。 

二、活動內容–公寓大廈管理條例逐條釋義文章主要的討論事項： 

1. 出讓給具實質上同一人格之一人有限公司，這個公司還需不需要出讓區分所

有權？是不是跟日本法討論一樣，涉及到當事人適格及承受訴訟的問題？如

被告自動遷離/出讓所有權後，再度搬入/成為區權人，此情形應如何處理？

權利保護之必要的討論？ 

2. 請辭召集人、該「召集人」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向出席之區分所有權人「請

辭」之疑義？適用民法第95條？意思表示的生效時點？ 

3. 多選候補委員之疑義？區權會決議違反規約的規定該法院認為無效，是否妥

適？如不妥適，應認為決議效力如何？實體瑕疵？違反禁止規定之效力？ 

4. 遷離不一定是他的住所，戶籍也是，建議老師可加上大前提補充說明是否會

更清楚:遷離是排除他的居住狀態、禁止使用的狀態？ 

5. 促請改善之意義、認定？該罰款公告內容能達成該目的，不以使用勸導促請

改善之語句為限？似乎沒有提出通案性的標準?事前觀點、事後觀點? 

6. 在規約未另有規定之情形，此決議得否以本條例第32條之規定行之 ？建議老

師行文上修改的建議。 

7. 這個會議可以讓沒有區權人身分的住戶列席表達意見，開議及決議數額計算

都是用區權人去計算的，此時應該還是可認為是區權會嗎？建議老師文字可

再修改。列席有什麼權限的問題？非區權人列席可以表示意見嗎？ 

8. 可以用區權會決議購買房地嗎?這是屬於共同事務範疇嗎？公眾事務？什麼

是區權會可以決議的事項? 公共基金可以怎麼使用?越界建築之情形可否用區

權會決議？ 



9. 可再查看有關區權會可否決議拆除地下建物的判決（高等法院105上字169遭

遭最高法院 108 台上 2218廢棄發回更審）。 

本次活動

執行成效 

⚫ 活動反思及成果(活動或集會是否有助於教學知能成長、遠端同步系統用於本次

活動的成效、遠端同步系統使用優缺點或建議…等) 

1.本次遠端同步活動是本研究團隊第一次執行使用，老師和每位同學在視訊系統操作

上都沒有什麼問題並有順利進行完成視訊會議，除了老師的攝影機鏡頭似乎有問題

無法打開，因此無畫面之外，其他部分視訊畫面都算很流暢及清晰，聲音也很清

晰，不會吵雜，各個操作簡單好上手，但缺點是過程中有數次因為網路不穩而影像

中斷，等幾秒後畫面有恢復正常，可以繼續正常視訊。 

2.本次遠端同步活動有助於教學知能成長，透過遠端視訊一樣能夠共同討論並互相交

流觀點，對於文章內容提出個人的看法與建議，激盪彼此的想法，提供老師修改文

章建議與參考，同學們從中學習思辨與論述的能力，本次遠端同步活動的成效算是

不錯。 

遠端同步

畫面截圖

且包含右

下方電腦

日期與時

間(請檢附

至少2張

截圖以

上，並做

簡述)  

照片簡述1：此張截圖時間為下午4：26，老師正在說明問題，每位同學專心聆聽

中，另外，吳東諺同學因為服兵役中臨時有外勤工作，因此尚未加入視訊會議討

論，但稍等中途會加入視訊會議討論。而老師的攝影機鏡頭似乎有問題，打不開影

像，因此畫面沒有老師的人像。 



 

照片簡述2：此張截圖時間為下午4：34，吳東諺同學結束外勤工作於討論中途加入

視訊會議，並由吳東諺同學正在發言自己的看法，與老師及每位同學互相交流觀

點。 

遠端同步

與會人員

畫面截圖

(含右下方

電腦日期

與時間) 

 

照片簡述3：此張截圖時間為下午5：35，老師請負責發起會議通知的林育如同學分

享與會人員的畫面截圖給同學們檢視一下有無問題，並繼續討論文章的問題。 

⚫ 以上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減。 

⚫ 請於核銷時檢附本「遠端同步」活動紀錄表，並於期末繳交期末報告時，繳交電子檔。 



 

 

國立臺北大學 

「遠端同步」活動紀錄表 

計畫/社群

名稱 

(請擇一) 

□ 教學創新計畫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 師生共學社群 
社群名稱：不動產法師生共學社

群 
活動聯繫人：黃健彰老師 

□ 教師教學社群 社群名稱： 活動聯繫人： 

□ 學生學習社群 社群名稱： 活動聯繫人： 

活動主題 黃健彰老師演講公寓大廈實務問題（一） 

活動時間 __110__年__6__月__6__日  __20__時__00__分 至 __22__時__00__分 

視訊系統 □Microsoft Teams □Google Meet □Cisco WebEx □其他，請說明： 

與會人員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黃健彰老師、法律學系碩士班：趙奕縣同學、吳昀臻同學、

曹宜琳同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碩士班：林育如同學。吳東諺同學。 

與會人數 共6人 

活動方式

與內容 

⚫ 敘述本次活動進行之方式與活動內容 
三、本次活動進行之方式：老師先請林育如同學發起會議通知 email 給每位同學，邀

請同學加入會議，再由老師演講，中間穿插少許討論。 

四、演講內容： 

10. 強制遷離是不是就是停止被告於該處營業？禁止使用的內涵及範圍？此判決

依民訴79條一部勝訴、一部敗訴，但訴訟費用仍由被告負擔，是否合理？ 

11. 家屬、占有輔助人於各種違反義務情形中，是不是一併都要強制遷離？還是

要個案判斷？涉及到居住權益會不會有所不同？如 BBQ 餐廳個案中的受僱

人；焚香、擲茭個案中身為家屬、占有輔助人的女兒(是否受有指示？)；專

有部分傳出刺鼻味、噪音情節重大個案中的雇主與其許多勞工。 

12. 可與另一件案子做比較：占有人可以對製造噪音的智障者請求除去占有妨

害，而若智障者無經濟能力設置足夠噪音防範設施，則可能會使智障者被迫

遷徙該房屋？另外，請同學們查詢看看有無書上所指的實務上也發生房屋所

有人(占有人)對鄰居智障之家所發出的噪音，可否依民法962請求排除占有妨

害，類似的判決或新聞。 

13. 第四台費用、垃圾委外清運是否屬共同事務而得由區權會決議或交由管委會

處理就好？是不是適合用多數決決定？現在是否還有私接第四台的狀況是如

何？可再查詢有無新聞或判決例如網路費等交由區權會決議採統收方式。 

14. 偽造文書跟行使偽造文書在量刑上會有什麼不同？法官於應然面會有所不同

嗎？從一重處斷(行使偽造文書)與單純的偽造文書在量刑上會有什麼差別或

不應該不同嗎？ 



本次活動

執行成效 

⚫ 活動反思及成果(活動或集會是否有助於教學知能成長、遠端同步系統用於本次

活動的成效、遠端同步系統使用優缺點或建議…等) 

1.本次遠端同步活動是本研究團隊第二次執行使用，老師和每位同學在視訊系統操作

上都沒有什麼問題，並有順利進行完成視訊會議，Google Meet 的視訊畫面都算很流

暢及清晰，聲音也很清晰，不會吵雜，各個操作介面簡單好上手；但缺點是這次過

程中仍有數次因為網路不穩而影像停格，畫面停格幾秒後有恢復正常，可以繼續正

常視訊。 

2.本次遠端同步活動有助於教學知能成長，透過遠端視訊一樣能夠共同討論並互相交

流觀點，對於文章內容提出個人的看法與建議，激盪彼此的想法，提供老師修改文

章建議與參考，同學們從中學習思辨與論述的能力，本次遠端同步活動的成效算是

不錯。 

遠端同步

畫面截圖

且包含右

下方電腦

日期與時

間(請檢附

至少2張

截圖以

上，並做

簡述) 

 

照片簡述1：此張截圖時間為晚上8：44，老師正在說明問題，每位同學專心聆聽

中。 

 

照片簡述2：此張截圖時間為晚上8：34，吳東諺正在發言自己的看法，與老師及每

位同學交流彼此的意見。 



遠端同步

與會人員

畫面截圖

(含右下方

電腦日期

與時間)  

照片簡述3：此張截圖時間為晚上9：21，老師正在講解問題，每位同學專心聆聽

中。 

⚫ 以上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減。 

⚫ 請於核銷時檢附本「遠端同步」活動紀錄表，並於期末繳交期末報告時，繳交電子檔。 

  



國立臺北大學 

「遠端同步」活動紀錄表 

計畫/社群

名稱 

(請擇一) 

□ 教學創新計畫 課程名稱：  教師姓名： 

□ 師生共學社群 
社群名稱：不動產法師生共學社

群 
活動聯繫人：黃健彰老師 

□ 教師教學社群 社群名稱： 活動聯繫人： 

□ 學生學習社群 社群名稱： 活動聯繫人： 

活動主題 黃健彰老師演講公寓大廈實務問題（二） 

活動時間 __110__年__6__月__11__日  __16__時__00__分 至 __18__時__25__分 

視訊系統 □Microsoft Teams □Google Meet □Cisco WebEx □其他，請說明： 

與會人員 
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黃健彰老師、法律學系碩士班：趙奕縣同學、吳昀臻同學、

曹宜琳同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碩士班：林育如同學。吳東諺。 

與會人數 共6人 

活動方式

與內容 

⚫ 敘述本次活動進行之方式與活動內容 
五、本次活動進行之方式：老師先請林育如同學發起會議通知 email 給每位同學，邀

請同學加入會議，再由老師演講，中間穿插少許討論。 

六、演講內容： 

15. 針對上次討論的 BBQ 餐廳雇主（占有人）與許多勞工（占有輔助人）傳出

氣響情節重大，遭區權會決議強制遷離一案，文章對應有作修正的部分，有

無新的意見與建議？ 

16. 施行細則第7條有關區權會召集人之推選「應有區分所有權人二人以上書面

推選、應為公告及公告10日後生效之規定」是否逾越母法授權之範圍？不受

此限制之拘束？ 

17. 區分所有權人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如自己推選自己，自己是否應計入推選人

數？對此法院與內政部營建署見解不同，何種較妥？ 

18. 推選公告是否應將推選人的姓名與門牌號碼皆顯示出來？或僅在公告中載明

推選書之查閱方式？何種作法能夠杜絕紛爭？ 

19.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該判決探究當事人間之意思表示是否發生推舉之效力，其

中有一位推選人是否該當民法第105條意思欠缺？表示方法錯誤？有無民法

第88條第1項但書的過失？能否行使撤銷權？是否構成表見代理？ 

20. 區分所有權人互推召集人之方式，依函釋所揭示其公告後推舉人數自不得增

加，此見解是否合適？ 

21. 公寓第25條規定每年應召開區權會一次，如果沒有召開將會被處罰緩，請同

學們可再想想這是否妥當、有無必要性？ 



本次活動

執行成效 

⚫ 活動反思及成果(活動或集會是否有助於教學知能成長、遠端同步系統用於本次

活動的成效、遠端同步系統使用優缺點或建議…等) 

1. 本次遠端同步活動是本研究團隊第三次執行使用，老師和每位同學在視訊系統操

作上都沒有什麼問題，並有順利進行完成視訊會議，Google Meet 視訊畫面看起

來算是很流暢及清晰，聲音也聽得很清晰，不會吵雜，各個操作介面簡單好上

手；但缺點是如果是用無線網路比較容易網路不穩而造成影像中斷，畫面停格幾

秒後有恢復正常，又可以繼續正常視訊。 

2. 本次遠端同步活動有助於教學知能成長，透過遠端視訊一樣能夠共同討論並互相

交流觀點，對於文章內容提出個人的看法與建議，激盪彼此的想法，提供老師修

改文章建議與參考，同學們從中學習思辨與論述的能力，本次遠端同步活動的成

效算是不錯。 

遠端同步

畫面截圖

且包含右

下方電腦

日期與時

間(請檢附

至少2張

截圖以

上，並做

簡述) 

 

照片簡述1：此張截圖時間為下午4：15，老師正在說明問題，每位同學專心聆聽

中。 

 

照片簡述2：此張截圖時間為下午4：26，吳昀臻同學提出自己的看法，老師正在回

應中，而其他同學也在聆聽思考問題。 



遠端同步

與會人員

畫面截圖

(含右下方

電腦日期

與時間)  

照片簡述3：此張截圖時間為下午6：09，趙奕縣同學正在發言自己的意見，與老師

和同學們交流看法，此外，吳東諺因為有事而提前離開視訊會議。 

⚫ 以上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減。 

⚫ 請於核銷時檢附本「遠端同步」活動紀錄表，並於期末繳交期末報告時，繳交電子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