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７卷
２００７焦

第３期

中

Ｖ０１．７

国发展

Ｃｈｉ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９月

Ｓｅｐ．

Ｎｏ．３
２００７

中国设立居住权制度必要性的探讨
林

娜

（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３７）

摘要：该文认为，在中国物权法中引入居住权仍有一定的制度价值。文章从居住权的性质、物权原则在中国
的实行、规定居住权所能解决的问题等几个方面，对在中国设立居住权制度的问题进行探讨。从而得出居住权在中
国具有存在必要性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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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问题的提出

２居住权的概念

２００７年３月１６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

居住权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罗马法中，是非

历经８次审议和广泛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所有人对他人所有的房屋进行居住的权利。大陆法

法》（以下简称物权法）获得通过，并将于今年１０月

系主要国家都追随罗马法传统规定了居住权，但却

１日起实施。学者们争论最为激烈的居住权问题，

并非是对罗马法居住权的全盘继受，而是结合各自

没有出现在最终通过的物权法中。

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特点进行了相应的发展：

在中国物权法的制定过程中，２００２年１月２８

“人类须利用物质以谋生活，物质有限，为定止纷

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

争，促进对物有效率的使用，并使个人享有自主形成

法）（征求意见稿）的说明》中，第一次提出为了“切

其生活的自由空间，乃有制定物权法，创设物权制度

实保护老年人、妇女以及未成年人居住他人住房的

的必要。”在中国２００５年公布的物权法草案中，居

权利”，在中国未来物权法典中规定居住权，并设专

住权的概念是：“居住权人对他人住房以及其附属

章计８条规定了居住权制度。此后的几次物权法草

设施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可见，居住权是非房

案审议稿中，均对居住权加以规定。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１

屋所有权人和非承租人对于他人所有和承租的房屋

日公布并全民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

进行居住的权利。居住权是一种物权，具备物权的

案）》条文增至１２条。但同时，一些反对设立居住

一般特征。即居住权具有直接支配力；排他力；非经

权的学者明确加以反对。梁慧星教授专门以一篇

居住权人同意，任何人不得对居住权进行干涉；请求

《中国为什么不赞成规定“居住权”》发表在社科院

力，任何人侵害居住权时，居住权人均得对之行使物

的网站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物权法中规定居

权请求权，以回复居住权应有状态，构成侵权的，居

住权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相违背，属于无的放矢、闭

住权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追及力，作为居住权标的

门造车、邯郸学步，建议断然删去。也有的学者断

房屋不论辗转于何人之手，居住权人均得追及房屋

言，中国完全没有设置物权法的现实需要。

之所在。居住权是指因居住而使用他人房屋的权

最终物权法采纳了反对者的意见，将居住权一

利，是一种用益物权，即是使用他人房屋的权利，居

章完全从物权法中删去。笔者认为，物权法中建立

住权人只有居住权，而没有所居住房屋的所有权，所

居住权制度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现有法律制

以，确立居住权制度还有助于在中国物权法中贯彻

度无法完成居住权制度的历史使命。

“物尽其用”的物权法理念，而“轻所有、重利用”也
正是物权法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８－０１
作者简介：林娜（１９７７一），辽宁沈阳人，在读研究生，主要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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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现有制度不能完全替代居住权
要谈将居住权写入中国的物权法，就要谈物权
法定原则。中国是一个实行物权法定原则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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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物权法定，或称物权法定主义，指的是，“物权

伴随着养老、离婚、丧偶这些社会现象而广泛存在，

的种类以及它的内容必须依法律来制定，也就是说，

而且解决这一困境已经不能单靠现有的法律制度

不仅禁止创设法定外的物权，同时也意味着禁止变

了。法律仅原则性地规定抚养、扶养、赡养义务是不

更法定物权的内容”。

够的，居住权的规定可以说是对于没有子女的鳏寡

４物权法定主义是现代各国及地区物权法
普遍遵行的原则

老人或是有子女但子女不愿意赡养的老人的养老生
活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那就是生前将房产低于市

场价卖出，但保留居住权。房屋的买受人有房屋的

台湾地区民法第７５７条规定，物权，除本法或者

所有权，老人享有居住权，直至老人去世。按照这种

其他法律有规定外，不得创设。与物权法定原则相

方式，作为卖方的老人不仅可以获得相当一部分的

对应的，是物权自由原则。也就是物权的种类、内容

养老金，而且又保证生前仍然有房可居。同时，作为

可由当事人自行约定，而不由法律限定。法律或可

买受方，由于房屋上设有保留居住权的负担，通常可

规定一些典型的物权形式，犹如合同法上的各种典

以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得到房产，对于并不急于居

型合同，但这些规定不过是任意眭条款，当事人可以

住而只想投资的人来说，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在

变更。中国物权法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物权法第

社会意义上说，也可促进子女对老人尽赡养义务，没

５条规定，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第８条

有尽义务的子女，得不到老人的遗产。综上，居住权

规定，其他相关法律对物权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

是一个科学的、行之有效的、发展成熟的概念，中国

定。因此，中国此次物权法中没有规定居住权的内

应借鉴其规范体系，将实证化的逻辑一以贯之。在

容和种类，也就意味着居住权将不能作为一个权利

中国物权法上规定居住权，无论是对于物尽其用还

被当事人创设和使用。

是对于社会价值上来说，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设立居住权，主要是要解决三类人的居住问题，

这种形式的居住权制度似乎可以被附条件的房

一是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二是离婚后暂未找到居所

屋买卖所替代。但附条件的房屋买卖是债权合同，

的一方（通常是女方）；三是保姆的居住权问题。那

而保留居住权的买卖居住权人保留的是物权。物权

么中国现在的法律是否就可以解决这三方面人的问

与债权的概念区分仍是民法财产法结构的支撑点，

题，而使物权完全没有设置的必要了呢？

基于物权与债权的不同，买卖双方在这两个不同的

４．１老年人的居住权问题

场合中将受到迥然不同的法律保护。居住权作为一

现有的家庭中，许多原有的伦理关系已经被现

项独立的用益物权所体现出来的支配眭、排他性、对

实的金钱关系所取代，侵害老人合法权益的情况非

世性以及权利的长期稳定性是债权所无法比拟的。

常严重。以上海市为例，２００５年全市共受理涉老纠

４．２离婚没有住房一方的居住权问题

纷案件３８ ３７９人次，同比增长２１．６％。从上海市老

反对设立居住权的学者认为，离婚后没有住房

年人法律服务中心１２ １３２来访人次数据库中反映，

通常是女方的问题，主要是中国长期实行公房制度

涉及住房或居住权的占５１．４％，涉及赡养权的占

的结果。现在国家推行住宅商品房政策，只要有钱

６．９％。而老年人居住权案件的居高不下，不少法律

就可以买到商品房。没钱买房的，可以通过租赁方

工作者指出目前维权法律存在空白，有个别条款较

式解决居住问题。在中国，离婚女方的居住问题，已

为空洞，缺乏操作性，有的惩罚力度不够。与此同

经不再是困扰法院的难题。那么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时，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独生子女日益增多，

呢。以北京市为例，从１９９８年起中国已经开始在公

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丁克”家庭，“养老”成了一个

房制度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但直到１９９９年ｌ至

迫在眉睫的问题。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也遇到了严

８月北京市受理的公房承租权纠纷的案件中，房屋

峻的挑战，在汹涌的现代化浪潮冲击下，古老的价值

最终归属男方的占６８．８８％，而最终归属女方的仅

观被弄得支离破碎，而其结果就是将来会有越来越

占３１％，其中，有未成年子女的２６人，子女随母亲

多的老人将要在没有子女照顾的情况下度过晚年。

生活的高达７３％。显然，房屋的归属与单身母亲对

在利用所拥有的住房进行养老方面，中国现行

住房的需求数量是相对呈反比趋势的，说明目前对

制度几乎完全空白。以上论述表明，住房问题依旧

妇女、儿童公房承租权法律保护的力量是比较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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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且直至今日，很多单位仍然将历史遗留下来的

题。非所有人利用他人房屋，可以采取租赁、借用等

房屋租给职工。这种住房分配制度直接影响着离婚

方式，但是，租赁以支付租金为条件，属于有偿法律

当事人对住房所拥有的权利现状与离婚时的处分规

行为，不能完全适应于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中调节房

则。由于女性在职务、职称、工龄等方面的条件总体

屋居住的要求。借用关系虽以无偿为特征，但是借

上低于男性，因此女性通过福利制度得到承租住房

用人的权利更为弱小。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判

和购买福利性分房的机会大大小于男性。由于这些

决一方对于另一方所有或者承租的房屋有“暂住

措施直接与经济收入相联系，房改对于女性的影响

权”、“居住使用权”等等法律并无明文规定的概念，

不容小觑。例如租金上涨，即便是离婚后住房判给

甚至与相关的司法解释相冲突。这就导致了在判决

女性，住房租金占离婚女性收入支出的比例将会更

生效后房屋产权的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质疑，使

大。离婚的女性独自承受房租将面Ｉ临较大困难。

判决得不到切实地执行。

中国的《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

而确立离婚后，没有住房的一方当事人可以拥

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

有原有房屋的居住权，这种财产处理模式，大大改观

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

了人们在房屋的归属和利用上非此即彼——“要么

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是所有权，要么就什么权利没有”——的简单化模

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

式，为实现财产所有和财产的利用建立一个缓冲的

条对《婚姻法》第四十二条予以解释，“……一方离

中间地带，通过这种制度安排，房屋所有权人、居住

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

权人分离，既保障了所有人的所有权不被划割，也保

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

证了居住权人在过渡时期有房可住。

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

４．３关于保姆的居住权问题

在这里，可以看到已经出现了“居住权”这个

现在可以看到的关于居住权的讨论，大量的文

词，然而，上述含糊不清的规定已经被实践证明对于

章都讨论了关于老年人的居住权和离婚后没有房子

离婚后生活困难方的住房问题的解决是远远不够

一方当事人的居住权问题，而很少讨论关于在居住

的。前面已经谈过中国是遵循物权法定主义的国

权设置中保留保姆的份额。究其原因，大概有两点，

家，物权的类型和具体种类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若

其一是居住权制度的设立，主要是解决家庭成员间

把上述规定中的居住权看作是用益物权，由于它仅

的问题，而保姆在许多人的理解中仍只是承担着提

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中出现，并未在全国

供家庭服务的人员，不是家庭成员；其二是在中国的

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中出现，难免会给人以

现代社会中，对于长期使用一个保姆并决定为其养

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若把上述规定中的居住权看

至终老的并不多见。笔者认为，居住权本身是一个

作是债权，则居住权人只能对抗原配偶，在原配偶故

民法权利与社会效益并重的权利，将居住权作为一

意将房屋转让给他人时，居住权人的权利自然形同

项法定权利规定下来，对于长期为一个家庭提供服

虚设。其次是实证层面的困难，正因为理论上没有

务并将面Ｉ临没有人可为其提供终老之地的保姆来说

将居住权定位好，导致在法院的司法实践中很难有

是非常重要的。此处所讲的承认居住权，是讲雇主

规矩可循，判决各式各样，很难真正达到扶助弱者的

基于其财产自由可以为保姆设定居住权，并不是说

预期效果。

雇主必须承担保姆居住权的强制义务。由于住房关

住房是夫妻和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必要条件，

系到人们的基本生存条件，又由于住房的价值较大，

但是婚姻住房的所有权状况极为复杂：一种是属于

使得在城市工作一生的保姆离开农村的生活环境

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一方财产，另外一种是夫妻双方

后，在城市里拥有一个完全所有权的住房是几乎不

都没有所有权的，承租的单位的公房或者是父母的

实现的。但是，人们希望自己能够享有长期的受法

房产。现有的法律制度对于婚姻住所的处置并未明

律保护的权利，却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在雇主自

文规定，新《婚姻法》在第４２条的规定，实际是一种

愿的情况下，为老保姆设定继续在原雇主的房屋里

离婚帮助制度。如何帮助离婚后非所有人利用所有

居住下去的权利，老保姆成为居住权人，为雇主家庭

人的房屋成为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共同关心的问

辛苦工作一生的老人就不会面临着原雇主去世即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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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回老家无处可居的凄惨境地。

弱势群体的保障功能，减少政府和社会的负担。由

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没有居住权，这

于物权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

是中国礼俗社会的特殊性使然。在市场经济社会

生的财产关系，因而物权法主要确认各种类型的物

中，由于住房引起的纠纷层出不穷，有将之归纳并且

权并建立权利取得和利用规则，调整所有权人与全

总结提升的必要。除家庭伦理关系中的房屋救助需

体世人之间的关系，调整自物权人和他物权人之间

求外，由于房屋的稀缺性、财产性充分体现，居住权

的关系。居住权的这种物权性和对世性正是中国现

还应具有资源配置和收益的经济功能。在中国确立

在解决特定人群居住问题，填补法律空白所需要的。

居住权制度可以充分发挥家庭对于妇女、老年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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