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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 规定了居住权制度。 但在《 民法典》 没有系统的人役权制度且缺乏
用益权的情况下,居住权的相关内容都难以准用用益权的相关规定。 在居住权制度中,居
住权的设立方式、主体范围、客体界定、法律效力、消灭事由等问题,都需要通过解释论进
行阐明。 明确上述问题,能够丰富与完善我国用益物权体系,并有助于使居住权的规范性
效力转化为居住权规范的实际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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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权是一项古老的权利类型,罗马法时代即已经存在,属于人役权的范围。① 近现代大陆法系诸
多国家和地区的民法都继受了居住权,并与用益权、使用权共同构成了人役权制度。 我国在制定物权
法时,理论界对应否规定居住权存在很大争议,《物权法(草案)》 虽规定了居住权,但最终因争议较大
而没有将居住权纳入《物权法》。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居住权是否入典再次引起学界关注。 立法机
关认为,“为落实党中央的要求,认可和保护民事主体对住房保障的灵活安排,满足特定人群的居住需
求”,有必要创设居住权制度,② 最终《民法典》规定了居住权。 按照《民法典》第 366 条之规定,“居住权
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同时,因居
住权不得转让、继承(《民法典》第 369 条) 而属于人役权的范畴,从而有别于地役权。 从立法例上看,
各国和地区的民法对居住权的规定都很简单,其原因在于,有关居住权的设立、效力与消灭等都准用用
益权的相关规定。③ 《民法典》对居住权的规定只有六个条文,仅涉及居住权的含义、设立与消灭且内容
简单,而对于居住权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即居住权的效力基本没有涉及。 由于《 民法典》 没有系统的人

收稿日期:2020-06-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重大项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法典中的价值定位与规范配置” (18VHJ003)

作者简介:房绍坤(1962) ,男,辽宁康平人,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法学院教授,吉林大学财产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博士。
①
②

参见周枏:《 罗马法原论》 ( 上册) ,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第 415 页。

参见沈春耀(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 关于提请审议〈 民法典各分编〉 方案的说明》 ,2018 年 8 月 27 日在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③

参见《 法国民法典》 第 625 条、《 德国民法典》 第 1093 条第 1 款、《 瑞士民法典》 第 776 条第 3 款、《 意大利民法典》 第 1026 条、《 葡

萄牙民法典》 第 1490 条、《 西班牙民法典》 第 528 条和第 529 条、《 智利民法典》 第 812 条。

83

现

代

法

学

2020 年第 4 期

役权制度,缺乏用益权的规定,因而居住权不存在准用问题。 有鉴于此,本文试从解释论的视角对居住
权的相关内容进行剖析,以期对居住权的正确适用有所助益。
一、居住权的设立方式
从《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居住权的设立方式有合同、遗嘱两种。
(一)通过合同设立
《民法典》第 367 条规定,设立居住权,当事人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居住权合同,其条款主要包括

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和住所、住宅的位置、居住的条件和要求、居住权期间等。 关于通过合同方式设
立居住权,有如下问题值得讨论:
1. 居住权的设立可否附条件或附期限? 根据《民法典》第 158 条和第 160 条的规定,民事法律行为

可以附条件或附期限,但根据其性质不允许的除外。 可见,居住权的设立能否附条件或附期限,关键在
于其是否为居住权合同的性质所容许。 学理上认为,基于民事法律行为的性质不允许附条件或附期限
的理由主要在于,这些民事法律行为本为确定法律关系,如容许附条件或附期限,将使法律关系不确
定,容易使相对人陷于不利地位,故为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法律不许附条件或附期限。① 例如,婚姻、收
养、离婚、认领等身份行为以及抵销、解除、追认、撤销等即时发生效力的行为,都不得附条件或附期
限。② 就居住权而言,虽然其是为特定人的生活居住需要而设立的,但并不涉及身份行为,也非确定法
律关系。 因此,居住权的设立没有不许附条件或附期限的理由。 如果居住权的设立附条件或附期限,
居住权的效力应分别认定:居住权的设立附生效条件或生效期限的,则合同自条件成就时或期限届至
时生效,当事人据此可以办理居住权登记;居住权的设立附解除条件或终止期限的,则合同自条件成就
时或期限届满时失效,居住权消灭。
2. 居住权合同有哪些表现形态? 概括地说,居住权合同可以有如下表现形态:

其一,所有权人与买受人签订居住权合同,这是居住权合同的一般形态。 在这种合同形态中,所有

权人系为他人的生活居住需要而设立居住权,合同关系较为简单,双方当事人之间仅有一个居住权合
同关系。
其二,所有权人与买受人同时签订买卖合同与居住权合同。 在这种合同形态中,所有权人将住宅
出卖于买受人,同时保留居住权。 可以说,这是一种带有附加条件的买卖,即买受人在购买住宅时应为
出卖人设立居住权,其特点为存在买卖合同和居住权合同两个合同关系和两方当事人,而且两方当事
人均具有双重身份,即所有权人为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居住权合同中的居住权人,而相对人为买卖合
同中的买受人、居住权合同中的权利设立人。
其三,所有权人将住宅的所有权转让给买受人,并为第三人设立居住权。 在这种合同形态中,存在
着两个合同关系即买卖合同和居住权合同,同时存在三方当事人即所有权人、买受人和居住权人。 所
有权人在出卖住宅时,为第三人设立居住权,实际上是分别进行了两个处分行为。 但这种情形与所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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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在设立居住权后再转让住宅有所不同,其是在出卖住宅的同时设立居住权,而后者是先设立居住
权再转让住宅。 当然,这两种情形的效果是相同的,即所有权人出卖的住宅都承载有居住权负担。
其四,所有权人将住宅出卖给买受人,同时要求买受人为第三人设立居住权。 在这种合同形态中,
所有权人在出卖住宅时实际上是为买受人附加了一个义务,即须为第三人设立居住权。 因此,这种合
同形态亦存在买卖合同和居住权合同两个合同关系和三方当事人。 但与第三种情形不同的是,这里居
住权的设立人是买受人,而非所有权人。
3. 居住权的登记。 居住权是设立于不动产之上的物权,按照我国物权变动之法律规定,不动产物

权变动采取登记生效主义。 因此,当事人仅签订居住权合同并不能导致居住权的设立,必须办理登记。
对此,《民法典》第 368 条规定,设立居住权的,当事人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居住权自登记
时设立。

(二)通过遗嘱设立
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是各国和地区的普遍做法,《民法典》亦将遗嘱作为居住权的设立方式。 关
于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以下问题应予阐明:
1. 居住权何时设立? 《民法典》第 371 条规定:“ 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参照适用本章的有关

规定。”从《民法典》关于居住权的规定来看,通过遗嘱设立的居住权可以参照适用有关居住权不得转
让与继承、无偿设立、消灭原因的规定。 有疑问的是,关于居住权登记的规定,可否参照适用? 也就是
说,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是否适用当事人“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居住权登记。 居住权自登记时设
立”的规定? 对此,笔者认为,无论是登记生效主义还是登记对抗主义,其适用的基础都是基于双方民
事法律行为而产生的物权变动。 遗嘱虽然是民事法律行为,但导致遗嘱生效的原因是遗嘱人的死亡,
即遗嘱人死亡的事实是导致物权变动的原因。 因此,通过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可以参照《民法典》
第 230 条规定,自遗嘱生效即继承开始时,居住权设立,而不以办理登记为设立条件。 否则,若实行登
记生效主义,则继承人拒绝办理登记的,遗嘱设立的居住权将落空,其也违背了遗嘱的意愿。

2. 设立居住权的遗嘱之性质如何认定? 《物权法(草案)》 第 181 条曾规定,设立居住权可以根据

遗嘱或遗赠。①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有学者主张,居住权可以通过遗嘱或遗赠的方式设立。② 笔者
认为,无论是遗嘱继承或遗赠都是通过遗嘱进行的,因此,遗嘱与遗赠并非并列关系。 同时,通过遗嘱
设立居住权的,既不发生遗嘱继承,也不发生遗赠。 按照我国继承法原理,遗嘱继承是遗嘱人将其遗产
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之内的人继承,而遗赠是遗嘱人将财产赠与给国家、集体或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
或个人。 可见,无论是遗嘱继承还是遗赠,其针对的都是遗嘱人的遗产,而遗嘱人为他人设立的居住权
并不属于遗产的范围,因此,不能产生遗嘱继承或遗赠,其仅是居住权的设立方式而已。
3. 设立居住权的遗嘱内容如何认定? 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从性质上说是附义务的遗嘱。 因此,

如何认定遗嘱中是否设立了居住权就是十分关键的问题。 一般地说,如下情形可以认定为设立了居住
权:其一,指明于特定住宅上为继承人之外的人设立居住权,但不影响继承人的继承权;其二,指明于特

①
②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物权法(草案)参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4 页。

参见单平基:《〈民法典〉草案之居住权规范的检讨与完善》,载《 当代法学》2019 年第 1 期,第 8 页;申卫星、杨旭:《 中国民法典应如

何规定居住权?》,载《比较法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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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住宅上为特定继承人设立居住权,继承人的继承权不受影响;其三,将特定住宅遗赠给他人,并于该
住宅上为受遗赠人以外的人设立居住权。 应当指出,无论是为继承人还是受遗赠人设立居住权,遗产
分割以及遗产债务清偿均不受影响,但无论作为居住权客体的住宅归属于谁,居住权均设立,这也是居
住权作为物权具有追及效力之体现。
4. 遗嘱的形式与效力如何认定? 遗嘱是一种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民法典》 对设立居住权的遗嘱

的形式和效力并没有规定。 那么,这类遗嘱应采取何种形式,其效力究竟如何认定? 对此,笔者认为,
这类遗嘱的形式和效力可以参照《民法典》继承编中遗嘱的形式和效力的规定加以认定。
二、居住权的主体范围
居住权的主体也即居住权人,其范围应包括哪些人,《 民法典》 并没有界定。 笔者认为,关于居住
权的主体范围,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明确:
(一)居住权人是否包括法人、非法人组织
居住权人的范围是否包括法人、非法人组织涉及到对《民法典》第 367 条居住权合同中“当事人的

姓名或名称”条款的理解。 在《民法典》编纂过程中,对于居住权人的范围曾有不同认识。 一种观点认
为,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都可以享有居住权从而成为居住权人;① 另一种观点认为,居住权人只能
是自然人。② 笔者认为,若仅对《民法典》 第 367 条中的“当事人的姓名或名称” 条款作字面理解,因合
同当事人包括居住权人和权利设立人,故居住权人也可以是法人、非法人组织。 但是,若对于居住权人
的范围作如此理解,显然并不合适。 从《民法典》第 366 条的规定来看,一方面居住权的客体被限定为
“住宅”,另一方面居住权的目的限于“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这两个限定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居住权人
限于自然人,不包括法人、非法人组织。 因为只有自然人才有“ 生活居住的需要”,也只有自然人才有
所谓的“住宅”,即用于居住的房屋。 有学者指出,法人、非法人组织作为居住权人时,其行使主体是自
然人。③ 这就是说,即使法人、非法人组织作为居住权人,其也无法行使居住权。 这一主张实际上从反
面否定了法人、非法人组织作为居住权人的可能性。 因为从民事权利的理论上说,既然民事主体享有
某种民事权利,其当然有权自己行使,也可以由他人行使,并不存在权利主体不能自己行使权利的情形
(权利主体欠缺民事行为能力的除外,此时应产生法定代理)。 当然,法人、非法人组织不能成为居住
权的权利主体,但并不否定其可以作为居住权的设立主体。 因此,对于《 民法典》 第 367 条中的“ 当事
人的名称”应作限缩解释,即法人、非法人组织只能作为居住权的设立主体,而不能作为居住权人。
(二)自然人作为居住权人的范围有无限制
自然人作为居住权的主体,有无范围的限制,这同样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
其一,居住权人是否限于与所有权人有家庭或亲属关系的人? 在罗马法上,居住权的范围有较严
格的限制,一般限于家长(家主) 为家庭成员而设。 笔者认为,我国法不应作此限制,所有权人为谁设

①

参见申卫星、杨旭:《中国民法典应如何规定居住权?》,载《比较法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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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居住权应属于其意思自治的范围,法律没有干涉的必要。
其二,居住权人是否限于无房者? 法律设置居住权的目的在于“ 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那么,对
于有房者可否设立居住权呢? 对此,尽管法律上明确了居住权的设立目的,但不能就此否定有房者也
有这方面的需求。 因此,没有否定为有房者设立居住权的合理理由。
其三,以农村房屋设立居住权的,居住权人是否应限于本村的村民? 从目前相关的法律、政策规定
来看,农村房屋的转让还受到一定的限制,通常只能在本村村民之间转让。 但是,设立居住权并不涉及
房屋转让问题,故为非本村村民设立居住权并无不许之理。 但应当指出,农村住宅所有权人为他人设
立居住权后,不得再申请宅基地。 这是因为,按照《土地管理法》第 62 条之规定,农村村民出租住宅后,
“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而住宅所有权人以住宅设立居住权与出租住宅具有类似的性质,都是
转移住宅的使用权,故也应当受到“再申请宅基地,不予批准”的限制。

其四,所有权人可否为两个以上的自然人共同设立居住权? 对此,应作肯定回答。 居住权可以为
两个以上的人共同设立,由权利人共有居住权。 这里的共有为一种准共有,而且是准共同共有。
(三)居住权人是否包括同住之人
在居住权中,与所有权人订立居住权合同的当事人为居住权人。 除此之外,居住权人是否包括其
他人呢? 对此,理论上有不同的认识。 一种观点认为,居住权人应是家庭关系中确有居住需要的人,包
括两类:一是与所有权人具有家庭关系的人员,这里的家庭关系应作广义解释;二是与所有权人不具有
家庭关系,但为居住权人及其家庭提供服务而与权利人一起生活的人。①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居住权
中,要区分居住权人和实际居住人,居住权人为设立居住权的当事人,而实际居住人则为居住权人的家
属以及提供医务或家务等服务的人,其为居住权的间接受益人,不得直接将其认定为居住权人。②
笔者认为,上述第二种观点是可取的。 在罗马法上,一个获得了居住权的人,“ 他也享有与其妻
子、卑亲属、解放自由人以及与其他像奴隶一样使用的自由人一起居住的权利。 相应地,如果房屋的使
用权属于妇女,允许她与丈夫同住” ③。 可见,罗马法上的居住权人仅限于本人,并不包括同住之其他
人。 在近现代民法上,各国和地区的民法基本上继受了罗马法的规定,都规定居住权人限于本人,而不
包括同住之人。 例如,《法国民法典》第 632 条规定,居住权人得偕同其家庭成员在该房屋内居住,即使
在居住权设定时其本人尚未结婚,亦同;《德国民法典》 第 1093 条第 2 款规定,居住权人有权将其家庭
成员以及符合身份的服侍和护理作为必要的人员接纳住宅中;《瑞士民法典》 第 777 条第 2 款规定,居
住权未明定仅限于居住权人本人者,应允许其家属或家人同住;美国《路易斯安那民法典》 第 633 条规

定,居住权人可以与其家人一起居住,即使此人在取得权利时尚未结婚。 其他立法,如意大利、葡萄牙、
西班牙、智利、秘鲁、阿根廷等国的民法中都有类似的规定。④ 也就是说,尽管同住之人可以与居住权
人同住,但他们并不是居住权人;而且如果当事人有明确约定,房屋只能由居住权人自己居住的,其他
人不得同住。 上述立法例的规定是合理的,其道理如同房屋租赁一样,租赁权人不仅可以自己在承租
①

参见鲁晓明:《论我国居住权立法之必要性及以物权性为主的立法模式》,载《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 3 期,第 19 页。

③

[古罗马]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第二版),徐国栋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45 页。

②
④

参见曾大鹏:《居住权的司法困境、功能嬗变与立法重构》,载《法学》2019 年第 12 期,第 61 页。

参见《意大利民法典》第 1023 条、《葡萄牙民法典》第 1487 条、《西班牙民法典》第 524 条、《 智利民法典》 第 815 条、《 秘鲁民法典》 第

1028 条、《阿根廷民法典》第 295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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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中居住,其家庭成员也可以共同居住。 区分居住权人与同住之人的意义在于,同住之人应为权利受
益人,其虽然享有居住的利益,但不享有居住权。 如果认定同住之人为居住权人,因居住权人死亡是居
住权的消灭事由,则只有在同住之人全部死亡时,居住权才能消灭,这显然不符合所有权人为特定人设
立居住权的目的。 因此,只要居住权人先于同住之人死亡,居住权即归于消灭,同住之人不再享有继续
居住的权利。①
三、居住权的客体界定
关于居住权的客体,《民法典》使用的是“住宅”的概念。 但基于居住权的设立目的在于“居住”,即
使是建筑物、房屋,其也只能是供居住使用,故在居住权中,建筑物、房屋、住宅所代表的意义并无不同,
可以通用之。 当然,《民法典》直接使用“住宅”的概念,能够更直观地体现居住权的设立目的。 就住宅
的范围而言,无论是城镇住宅还是农村住宅,无论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住宅还是其他住宅,均可以
作为居住权的客体。 但住宅作为居住权的客体,仍有以下问题需要讨论:
(一)“他人的住宅”之界定
从《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在用益物权的客体界定上,法律表述存在差异。 例如,《民法典》 第 323

条将用益物权的客体界定为“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动产”,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
基地使用权的客体界定都贯彻了这一精神。② 按照上述规定,用益物权的客体是“他人所有之物”。 但
是,在居住权、地役权的客体界定上,相关规定并没有遵循第 323 条的精神,而是规定“他人的住宅” 或
“他人的不动产”。 应当说,《民法典》第 323 条是关于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定,对于各类具体用益物权应
具有普遍适用性。 据此,居住权、地役权的客体也应为“他人所有的住宅”或“他人所有的不动产”。 但
如此理解地役权,又会产生体系上的矛盾,因为在有关地役权的规定中,诸多情形下地役权并非设立于
他人所有的不动产之上,而是设立于他人享有用益物权的不动产之上。③ 这也说明,《民法典》 第 323

条对用益物权客体的界定存在一定的问题,若删除“ 所有” 二字可能更为妥当。 那么,在居住权中,除
他人所有的住宅可以设立居住权外,如下两种情况是否允许呢?
1. 在他人享有使用权的住宅上可否设立居住权?

从《民法典》的规定来看,有关住宅的用益物权仅有居住权,因此,在他人享有使用权的住宅上可

否设立居住权问题,就仅会出现在房屋租赁的情形之中。 对此,有学者认为,承租人租赁的公房可以设
定居住权,如夫妻离婚时,对于非承租人的一方可以设立居住权。④ 笔者认为,房屋租赁属于债的关
系,租赁权是在一定情况下具有对抗效力的债权。 从租赁合同的法律规定来看,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
意,不得将租赁物转租。⑤ 转租所形成的仍是一种债的关系,按照“举轻以明重”的规则,既然未经出租
人同意,承租人都不能设立债权,当然也就更不能设立居住权。 那么问题在于,经出租人同意的,承租
①

参见单平基:《〈民法典〉草案之居住权规范的检讨和完善》,载《当代法学》2019 年第 1 期,第 13-14 页。

③

参见《民法典》第 377 条、第 380 条、第 381 条、第 383 条。

②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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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民法典》第 330 条、第 344 条、第 362 条。

参见刘阅春:《居住权的源流及立法借鉴意义》,载《现代法学》2004 年第 6 期,第 158 页。
参见《民法典》第 71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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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否设立居住权? 对此,笔者持肯定态度。 一方面,出租人同意承租人于租赁房屋上设立居住权,体
现了出租人的意思自治,也意味着出租人愿意承受居住权的约束;另一方面,出租人出租房屋的目的在
于获取租金,而承租人以租赁房屋设立居住权并不会影响这一目的的实现,因为无论居住权是否有偿,
承租人支付租金的义务并不减免。 再者,我国现实生活中确实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公租房,而公租房
的期限通常较长,因此以公租房设立居住权也有一定的适用价值,特别是在夫妻离婚需要设立居住权
的情况下。 同理,在私房租赁的情况下,经出租人同意,承租人亦可以承租房屋设立居住权。 当然,以
租赁房屋设立居住权的,居住权的期限不能超过租赁期限。
2. 所有权人可否就自己的住宅设立居住权?

如果从“他人的住宅”的字面意义上理解,所有权人就“自己的住宅”当然不能设立居住权,因不属

于“他人的住宅”。 在通常情况下,住宅所有权人没有必要就自己的住宅设立居住权。 但是,客观情况
是复杂的,若所有权人出于某种特殊需求,也有必要就“ 自己的住宅” 设立居住权。 有学者认为,这种
居住权的效力只有在所有权人将自己住宅的所有权转移给买受人后方得体现,在此意义上,居住权实
际上指向的已是“他人的房屋”。①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仍有不足。
应当说,所有权人就“自己的住宅” 设立居住权,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满足现时的生活居住需要,而
是为满足将来生活居住之需。 这种居住权主要是所有权人欲出卖房屋,但又想在该房屋内继续生活居
住,此时就有为自己设立居住权的需求,这样既实现了获取资金的需求,又满足了生活居住的需要。 特
别是对老年人养老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所有权人以自己的住宅设立居住权,可以采取两种方
式:一是所有权人在出卖住宅之前,通过登记为自己设立居住权;二是在出卖住宅时,通过与买受人同
时订立两个合同,即买卖合同和居住权合同以设立居住权。 如前所述,第二种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带有
附加条件的买卖,即买受人在购买住宅时应为出卖人设立居住权。 在办理登记时,同时办理所有权过
户登记和居住权设立登记。 从《民法典》 的规定来看,第一种方式似乎不可行。 因为按照我国目前的
不动产登记制度,住宅所有权人在没有相对人的情况下,登记机构不会将其登记为居住权人。 但第二
种方式应当是可行的,因为同时办理登记,也可以理解为居住权存在于“他人的住宅”之上,这符合《民
法典》第 366 条的规定。 可见,所谓所有权人就“自己的住宅” 设立居住权,实际上仍可以解释为是在
“他人的住宅”上设立居住权。

(二)住宅的一部分可否设立居住权
居住权的客体为“住宅”,因此,就整个住宅设立居住权当无疑问。 但是,能否就住宅的一部分设

立居住权,如对一套住宅的某一个房间可否设立居住权,立法例上对此大多持肯定态度。② 在我国,
《物权法(草案)》第 184 条曾规定,居住权人可以就部分住房享有居住权。③ 《民法典》将居住权的客体
规定为“住宅”,且要求在居住权合同中要包括“住宅的位置” 条款。 据此,若从狭义上说,该住宅应为
住宅的整体;若从广义上说,该住宅也可以指住宅中的特定部分。 据此,可以解释出就住宅的特定部
分,也可以设立居住权。 但是,按照物权客体特定主义的要求,物的一部分因缺乏特定性和独立性而不

①

参见单平基:《〈民法典〉草案之居住权规范的检讨与完善》,载《当代法学》2019 年第 1 期,第 9 页。

③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物权法(草案)参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4 页。

②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 1093 条第 1 款、《意大利民法典》第 1025 条、《瑞士民法典》第 776 条第 1 款、《秘鲁民法典》第 102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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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作为物权的客体。 那么,在以住宅的一部分设立居住权的情况下,应如何解释物权客体特定主义呢?
对此,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情形是物权客体特定主义原则的例外或突破。① 另一种观点认为,参照建筑
物区分所有权的司法解释,②由于该套住宅的某个房间在构造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够明确予以区
分;在功能上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可以排他使用;在不动产登记上具有可操作性,能够登记为特定居住
权的客体。 故以住宅的一分部分设立居住权,实际上尚不悖于物权客体特定主义。③ 笔者认为,物权
客体特定主义是物权法的基础之一,若突破这一原则,会动摇物权法的根基。 因此,第一种观点的解释
似乎不能令人满意,尽管民法上承认基本规则之外有例外存在。 第二种观点通过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司
法解释认定住宅的一部分具有独立性和特定性显然不妥,因为该司法解释所针对的是如何认定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中的房屋、车位、摊位等特定空间,而非房屋中的一部分。 同时,按照登记的相关要求,不动
产登记以具有唯一编码的不动产单元为基本单位,而所谓不动产单元是指权属界线封闭且具有独立使
用价值的空间。④ 显然,住宅中的某个房间无法作为不动产单元单独进行登记。 那么,为何大陆法系
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在坚持物权客体特定主义的同时,还允许就住宅的一部分设立居住权呢? 这根源于
欧陆民法所实行的房地一体主义,即建筑物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不动产,而是土地的重要成分。 因此,在
设立居住权的情况下,其客体并非房屋而是土地。 也就是说,居住权是设立于土地之上的负担。 例如,
在德国民法上,房屋不是独立的物,而是土地的重要成分(《德国民法典》第 94 条第 1 款)。 根据《德国
民法典》第 1093 条的规定,居住权可以设定于“建筑物或建筑物之一部分”之上,这让人误以为居住权

的客体是“建筑物或建筑物的一部分”。 实际上,居住权在本质上属于负担在土地上的限制人役权。
因此,德国通说认为,应当将《德国民法典》 第 1093 条所称的“建筑物之一部分” 解释为对居住权在空
间上的限制,即居住权是设定在土地之上的。⑤ 也就是说,居住权的设立系就整块土地都有负担,但行
使范围须受限于全部建筑物或建筑物的一部分。⑥ 可见,在德国法上,在建筑物的一部分之上设立居
住权并不违反物权客体特定主义。 那么,在我国采取房地分离主义的背景下,又当如何解释这一问题
呢? 笔者认为,就住宅的一部分设立居住权并不违反物权客体特定主义。 这是因为,尽管从表面上看,
居住权是设立于住宅的一部分之上,但其实它是对整个住宅所施加的一种负担,只是居住权人的行使
范围须受限于特定部分而已。 这种情况与地役权的设立情况十分相似,如在供役地上设立通行地役权
或汲水地役权时,其也仅涉及供役地的特定部分而非全部供役地,但客体却是供役地的全部。 也就是
说,尽管上述地役权的客体为供役地的全部,但其行使范围应限于合同所限定的特定范围。 所以,地役
权的设立也不会因仅限于供役地的一部分而被认为违背物权客体特定主义。 由于在住宅的一部分之

①

参见钱明星:《关于在我国物权法上设置居住权的几个问题》,载《 中国法学》2001 年第 5 期,第 19 页;申卫星:《 从“ 居住有其屋” 到

“住有所居”———我国民法典分则创设居住权制度的立法构想》,载《现代法学》2018 年第 2 期,第 111 页;单平基:《〈民法典〉草案之居住权规
范的检讨与完善》,载《当代法学》2019 年第 1 期,第 9 页。
②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 条。

④

参见《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 8 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 5 条。

③
⑤
⑥

参见曾大鹏:《居住权的司法困境、功能嬗变与立法重构》,载《法学》2019 年第 12 期,第 61 页。
Ahrens,Dingliche Nutzungsrechte. 2. Aufl. ,2007. S. 325,331.

参见杨宏晖:《我国人役权之立法趋势———兼论德国法之介绍》,载《物权法之新思与新为:陈荣隆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瑞兴

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版,第 3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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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设立居住权是对居住权行使范围的限制,这就要求居住权的使用范围必须于登记薄上精确地加以
描述。①
由于以住宅的一部分设立居住权实际上是对整个住宅所施加的负担,因此,对于为实现居住权而
必须使用的生活设施如卫生间、厨房等,居住权人有权使用之,唯在使用时须由居住权人与所有权人进
行协商,如厨房使用的时间段等。
(三)住宅的附属设施是否属于居住权的客体
《民法典》第 366 条仅提及了“住宅”,并没有包括附属设施。 那么,住宅的附属设施是否为居住权

的客体呢? 对此,有学者认为,居住权的客体为住宅及其附属设施;②也有学者将作为居住权客体的房
屋作扩大解释,即房屋的范围不仅包括住宅,还包括其附属物、公用物等与住宅配套使用的物,如作为
住所的车辆、可供居家的船以及一切属于住宅并与之一起占有的院子、花园、附属小屋以及建筑物的其
他附属物等。③
笔者认为,住宅的附属设施是否属于居住权的客体,应取决于该附属设施是否是行使居住权所必
需的。 一方面,如果附属设施是行使居住权所必需的,则可以将其作为居住权的客体。 例如,室外的厕
所、水井等,这些附属设施是为生活居住所必需,若居住权人不能使用,则其生活居住就会受到严重影
响。 另一方面,如果附属设施并非行使居住权所必需,则其能否成为居住权的客体应取决于当事人的
约定。 例如,车位、车库、地下小棚等附属设施并不是行使居住权所必需的生活设施,并不当然成为居
住权的客体。 也就是说,居住权人能否使用上述附属设施应取决于当事人的约定;若当事人没有禁止
性约定,则居住权人有权使用之。 有学者在论及房屋的附属设施时,将日常家具与家用电器④、作为住
所的车辆以及可供居家的船⑤作为房屋的附属设施看待,这是不准确的。 所谓附属设施,是指为发挥
房屋的功能所需要的设施。 无论是日常家具、家用电器,还是作为住所的车辆、可供居家的船都是独立
的物,且与房屋功能的发挥无关,因此,不能为居住权的效力所及,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 当然,即使是
作为住所的车辆、可供居家的船,因其并不是住宅,故也不能单独作为居住权的客体。
四、居住权的法律效力
居住权设立后,即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相应的效力,这种效力主要体现为居住权人的权利义务。 在
立法例上,各国和地区的民法大都规定用益权规范准用于居住权。 因此,居住权的效力可以按照民法
上关于用益权效力的规定加以确定。 但是,由于《民法典》没有建立完整的人役权制度,而仅规定了居
住权,缺乏用益权和使用权,从而也就无法通过准用用益权的规定来确定居住权的效力。 同时,《民法
典》对居住权的效力缺乏详细规定,这就形成了法律漏洞。 对此,可以采取如下四种方法进行解释:

①

参见杨宏晖:《我国人役权之立法趋势———兼论德国法之介绍》,载《物权法之新思与新为:陈荣隆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瑞兴

②

参见单平基:《〈民法典〉草案之居住权规范的检讨与完善》,载《当代法学》2019 年第 1 期,第 9 页。

④

参见单平基:《〈民法典〉草案之居住权规范的检讨与完善》,载《当代法学》2019 年第 1 期,第 9 页。

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版,第 332 页。
③
⑤

参见胡建:《新时期居住权立法问题探讨》,载《理论月刊》2012 年第 8 期,第 177 页。
参见胡建:《新时期居住权立法问题探讨》,载《理论月刊》2012 年第 8 期,第 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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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类推适用房屋租赁和地役权的相关规定。 从居住权的效力来看,居住权人有权对他人的住
宅进行居住使用,这一效力与承租人对租赁房屋的使用具有类似性;同时,居住权与地役权同属于役权
的范围。 因此,居住权的效力就可以类推适用租赁合同和地役权的相关规定。①
其二,基于法律原则加以认定。 对于法律漏洞,基于法律原则进行填补是一种有效的方法。② 按
照民法上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居住权人行使居住权时,应当承担与其权利相一致的义务。 据此,
居住权人在占有、使用他人住宅时,就应当对他人住宅承担相关的管理等义务。
其三,基于比较法加以认定。 在法律解释学上,比较法的方法也是一种重要的法律漏洞填补方
式。③ 从比较法上看,居住权是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上的普遍制度,因此,相关立法规定可供我国参考
借鉴。
其四,通过历史解释的方法加以认定。 严格地说,历史解释并不是法律漏洞填补的方法,其仅是狭
义法律解释的一种方式,但其对法律漏洞的填补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从我国居住权的立法历史来看,
虽然《物权法》没有规定居住权,但《物权法(草案)》对居住权作了相对较为详细的规定,其中就涉及居
住权的效力。④ 按照历史解释规则,《物权法(草案)》的规定就可以作为认定居住权效力的参考。 综合
上述四种方法,我们就可以基本概括出居住权人的权利和义务。
(一)居住权人的权利
居住权人在取得居住权后,即可以对住宅行使相关的权利,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合理使用住宅的权利

居住权是为满足居住权人的生活居住需要而设立的用益物权,因此,居住权人对住宅享有占有、使

用的权利。 关于居住权人使用住宅的权利,应明确如下问题:
(1)居住权人使用住宅只限于个人生活必需。 因此,非基于生活需要的目的,居住权人不得使用

住宅,如利用住宅开设商店、旅馆或储存货品等。 当然,如出于职业的需求,在满足生活居住的前提下,
居住权人可以利用住宅从事不违背生活居住需要的活动。 如居住权人为个体商贩,可以将少量的物品
存放于住宅内。
(2)居住权人有权使用住宅的附属设施。 如前所述,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居住权人有权使用住

宅的附属设施。 同时,住宅有从物的,若当事人没有禁止性约定,居住权人亦有权使用该从物。

(3)居住权人有权使用住宅内的生活设施。 居住权虽然以住宅的居住为目的,但居住权的目的并

不仅仅限于“住”,还包括其他生活需求。 因此,居住权人在满足“住” 的需求时,还有权使用住宅内的
各种生活设施。 即使是以住宅的一部分设立居住权的,居住权人亦有权共用生活设施,如卫生间、厨
房等。
(4)居住权人对住宅的使用权不因住宅所有权人的变更而受影响。 居住权虽然是对住宅所有权

所施加的权利负担,但并不影响所有权人转让该住宅,如出卖、赠与等。 同时,所有权人转让住宅的,对

①

根据《德国民法典》第 1090 条第 2 款的规定,限制人役权(居住权一种限制的人役权)可以准用地役权的相关规定。

③

参见王利明:《法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30 页。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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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参见王利明:《法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39 页。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物权法(草案)参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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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权也不产生影响,居住权人有权继续使用该住宅。 对此,《 物权法( 草案)》 第 185 条曾规定,居住
权设立后,住房所有权人变更的,不影响居住权。① 即新的住宅所有权人不得解除居住权,这是居住权
追及效力的体现。 这种情形类似于租赁合同中的“ 买卖不破租赁”。 那么,在所有权人转让房屋的情
况下,居住权人是否享有优先购买权呢? 对此,《 民法典》 中并没有规定。 曾有学者主张,应当承认居
住权人有优先购买权。② 笔者认为,居住权的效力虽然可以类推适用租赁合同的规定,但因优先购买
权是一种法定权利,在无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居住权人不能享有优先购买权。
(5)对于合理使用住宅所造成的损耗,居住权人不承担责任。 对此,《德国民法典》第 1093、1050 条

规定,居住权人以通常之方法行使居住权而致建筑物变更或毁损的,不负责任。
2. 允许他人同住的权利

如前所述,在当事人没有禁止性约定的情况下,居住权人有权允许其他人在住宅中居住。 当然,这

里的其他人并非没有限制,只限于特定范围内的人。 笔者认为,同住之人可以包括三类:一是家庭成
员,包括配偶、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民法典》第 1045 条第 3 款);二是为居住权人提供生活
服务的人员,如保姆、护工等;三是居住权人供养的近亲属以外的人员。
3. 出租住宅的权利

关于居住权人能否将标的物出租,罗马法学家之间曾有过争议,但在优帝一世时承认居住权人有

权出租房屋。③ 但近现代民法上,多数立法例禁止居住权人出租住宅。④ 根据我国《 民法典》 第 369 条
规定,居住权人原则上不得出租住宅,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 也就是说,如果居住权合同中明确允许居
住权人出租住宅的,则居住权人有权出租住宅。 居住权人不仅可以出租全部住宅,也可以出租住宅的
一部分,如一个房间。 在后一种情况下,居住权人有权将各自独立的房间出租给不同的人。 当然,居住
权人出租住宅的,不应超过居住权的期限。 同时,居住权人应当对承租人的行为负责。 如承租人造成
住宅损害的,居住权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除出租外,居住权人能否将住宅出借给他人呢? 虽然《民法典》 对此问题没有规定,但是根据“ 举
重以明轻”规则,既然所有权人可以允许居住权人出租住宅,当然也可以允许居住权人出借住宅。 因
此,只要居住权合同中明确允许居住权人出借住宅的,居住权人就有权为之。
(二)居住权人的义务
居住权人享有居住权的同时,也应当承担相应的义务,以维护所有权人的合法权益。 一般地说,居
住权人的义务主要有如下几项:
1. 妥善管理住宅的义务

居住权人有权对住宅进行占有、使用,相应地,居住权人就有妥善管理的义务。 居住权人应当按照

合同的约定合理使用住宅,维持住宅的原有用途,不得改变房屋的结构。 即使是在改变了房屋的结构

①
②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物权法(草案)参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4 页。

参见陈耀东、贺立群:《论居住权制度在我国的建立》,载《南开学报》2005 年第 2 期,第 114 页;胡建:《新时期居住权立法问题探讨》,

载《理论月刊》2012 年第 8 期,第 177 页。
③

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修订版),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7 页;周枏:《 罗马法原论》 ( 上

④

参见《法国民法典》第 634 条、《意大利民法典》第 1024 条、《西班牙民法典》第 525 条、《葡萄牙民法典》第 1488 条。

册),商务印书馆 2014 版,第 4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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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用途使得房屋的价值有所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① 居住权人违反这一义务造成住宅损害的,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如何判断居住权人是否尽到了妥善管理住宅的义务,国外立法例通常要求居住权人应以善意管理
人的注意管理房屋。② 应当说,国外立法例之所以规定以善意管理人的注意程度作为认定标准,是以
居住权无偿为前提的。 但在我国民法上,居住权可以有偿设立,在此情况下,善意管理人的注意程度是
否还可以适用呢? 对此,笔者认为,在我国民法上,对于同一行为,法律通常区分有偿与无偿而分别确
定行为人的注意义务程度。 例如,在保管合同中,保管人有妥善保管保管物的义务,因保管人保管不善
造成保管物毁损、灭失的,保管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若保管是无偿的,且保管人能证明自己没有故
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则不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第 897 条)。 再如,在委托合同中,有偿的委托合同,
因受托人的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无偿的委托合同,因受托人的故意或
者重大过失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委托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民法典》第 929 条)。 可见,在上述合同
中,行为人的注意义务程度应根据有偿与无偿之情形分别加以确定。 按照“同样问题同样处理”或“类
似情形应当作类似处理”的类推适用原则,③ 对于居住权人妥善管理的注意义务也应作如此认定。 也
就是说,在有偿的居住权中,居住权人因管理不善造成住宅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在无偿的居住
权中,只有居住权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住宅损害的,才承担赔偿责任。
2. 住宅的通常维修义务

在房屋租赁合同中,房屋的维修义务由出租人承担,这是出租人应于租赁期间保持租赁物符合约

定用途的义务所要求的,也是租赁合同有偿性的一种体现。 那么,在居住权行使期间,住宅需要维修
的,应由哪一方当事人负责呢? 从立法例上看,各国和地区的民法基本上区分通常维护与重大修缮两
种情形分别确定义务人:通常维修即必要维修( 如修复被毁坏的门窗、脱落的墙皮等) 由居住权人承
担,重大修缮即特殊维修(如屋顶、房梁的翻修、更换等) 由所有权人承担。④ 其主要原因在于,通常维
修涉及使用权的维持问题,属于保管性维修;而重大修缮涉及所有权的保有问题,属于保存所有物维
修。 《物权法(草案)》第 182 条也曾采取上述规则:居住权人应当承担住房及其附属设施的日常维护
费用和物业管理费用,不承担重大修缮费用,但合同另有约定或遗嘱另有指定的除外。⑤ 我国也有学
者主张,应当区分通常维修与重大修缮,并分别由居住权人与所有权人负责。⑥
笔者认为,关于住宅的维修问题,首先应由当事人约定,在当事人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情况
下,应按如下原则处理:
其一,应当区分居住权的设立有偿与否。 在居住权系无偿设立的情况下,国外立法例的规则是合
理的。 但是,在居住权系有偿设立的情况下,是否还应当适用上述规则呢? 对此,笔者认为应予否定回
①

参见钱明星:《关于在我国物权法中设置居住权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2001 年第 5 期,第 19 页。

③

参见王利明:《法学方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01 页;[奥]恩斯特·A. 克莱默:《 法学方法论》,周万里译,法律出

②

参见《法国民法典》第 627 条、《意大利民法典》第 1001 条、《智利民法典》第 818 条、美国《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 635 条。

版社 2019 年版,第 172 页。
④

参见《法国民法典》第 605 条和第 606 条、《瑞士民法典》第 778 条、《意大利民法典》第 1025 条和第 1005 条、《葡萄牙民法典》第 1489

⑤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物权法(草案)参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4 页。

条、《阿根廷民法典》第 296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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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参见申卫星、杨旭:《中国民法典应如何规定居住权?》,载《比较法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81-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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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按照民法上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住宅所有权人有权收取使用费,就应当承担与该项权利相
适应的义务,这种义务就是维修义务,这也是保护合同约定的“ 居住的条件和要求” 所必须的。 因此,
在居住权有偿设立的情况下,无论是通常维修还是重大修缮均应由所有权人承担。 在所有权人承担修
缮义务的情况下,居住权人有通知义务。
其二,在居住权人承担通常维修义务的情况下,若居住权人占有全部住宅,则居住权人应负担全部
维修费用;若居住权人仅占有住宅的一部分,则居住权人应按比例承担通常维修费用。① 如果居住权
人不进行维修,所有权人有权维修。 同时,当所有权人负有修缮义务而不进行维修时,居住权人亦有权
进行维修。 不负有维修义务的一方进行维修的,有权向维修义务方请求返还维修费用,具体可以依照
无因管理的相关规定处理。②

3. 不得擅自出租住宅和转让居住权的义务

居住权属于人役权,自罗马法创设人役权伊始,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特定人享受优惠,使其把充分

享用某物作为生活依靠。③ 因此,居住权具有人身属性,甚至有德国学者将人役权(居住权) 看成是人
身权利,仅能由权利人本人享有。④ 基于居住权的人身属性,居住权人不得转让居住权,也不得出租住
宅。 如前所述,《民法典》规定居住权人只有在所有人许可的情况下,才能出租住宅。 因此,不得擅自
出租住宅是居住权人的一项义务。 居住权人违反这一义务,构成权利滥用。 同时,《民法典》 第 369 条
也禁止居住权人转让居住权,而且这种规定是一种强制性规范;居住权人如有违反,不但行为无效,而
且构成权利滥用。 关于居住权的转让,有学者认为,居住权虽然不得转让,但是居住权的行使可以转
让。 当居住权由他人行使时,并不改变居住权应有的权利状态,即居住权人与房屋所有权人之间的关
系仍然保持不变。 此时,行使人只具有债法上的债权人地位,并不具有物权人地位。⑤ 对此,笔者认
为,在民法理论上,权利的行使有两种形态,即自己行使和他人行使,他人行使并不是权利行使的转让。
同时,基于居住权的设立目的,只有居住权人自己居住才能满足其生活居住的需要。 因此,居住权只能
由权利人自己行使,不存在权利行使的转让问题。
居住权人不得转让居住权,其能否以居住权设立抵押权呢? 笔者认为,尽管《民法典》没有禁止居
住权的抵押,但因在抵押权实现时会发生居住权的主体变更,这就相当于居住权的转让,而这已经违背
了居住权的设立目的,因此,居住权不得抵押。
4. 支付使用费的义务

从《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就居住权人是否支付费用的问题,立法采取了以无偿为原则、以有偿为

例外的立法模式(第 368 条)。 也就是说,在当事人对居住权的设立是否有偿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
时,居住权的设立应视为无偿。 如果当事人系有偿设立居住权,那么居住权人负有支付使用费的义务。
5. 容忍义务
①

参见《意大利民法典》第 1025 条、《葡萄牙民法典》第 1489 条、《阿根廷民法典》第 2968 条、美国《路易斯安那民法典》第 636 条。

③

参见[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修订版),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1 页。

②
④
⑤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 1093 条、第 1049 条。

参见[德]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第 18 版),吴越、李大雪译,法律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66 页。

参见钱明星:《关于在我国物权法上设置居住权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2001 年第 5 期,第 18 页;鲁晓明:《论我国居住权立法之

必要性及以物权性为主的立法模式》,载《政治与法律》2019 年第 3 期,第 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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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权人的容忍义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在设立居住权时住宅上已存在抵押权、地役权等权利负担的,则居住权人应承受该权利负
担。 按照物权优先效力规则,因抵押权、地役权设立在先,故该类权利具有优先于居住权的效力。 例
如,在抵押权实现时,居住权人不得对抗受让人,也即此时居住权归于消灭。 同时,居住权人不得排除
地役权人行使地役权。 当然,该地役权须已经登记,否则不能产生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力。
其二,居住权设立后,所有权人仍对住宅享有所有权,因此,为保持所有权的完整状态,所有权人有
权对住宅进行必要的检查。 对此,居住权人负有容忍的义务。①
与前述住宅上先设立抵押权、后设立居住权的情形相反,在居住权设立后,所有权人能否再以该住
宅设立权利负担呢? 对此,应区别不同情形加以认定。 就地役权而言,《民法典》 第 379 条规定:“土地
上已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用益物权的,未经用益物权人同意,土地
所有权人不得设立地役权。”类推适用该规定,在居住权设立后,未经居住权人同意,所有权人不得就住
宅设立地役权。 但就抵押权而言,则应另当别论。 在居住权设立之后,所有权人有权转让住宅,当然也
就有权以该住宅设立抵押权。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于抵押权实现时,居住权在其存续期内对受让人继
续有效。
五、居住权的消灭事由
关于居住权的消灭事由,各国和地区的民法基本没有具体规定,而是适用用益权消灭的规定。 从
《民法典》的规定来看,居住权的消灭事由仅涉及期间届满和居住权人死亡。 但是,笔者认为,居住权
的消灭绝不仅限于这两个事由,还应有其他情形。 《物权法(草案)》 第 188 条曾列举了如下居住权的
消灭事由:(1)居住权人放弃居住权;(2)居住权期间届满;(3)解除居住权关系的条件成就;(4)居住权
被撤销;(5)住房被征收;(6)住房灭失。② 综合居住权的属性、域外立法例以及我国立法史相关资料,
居住权的消灭事由应当包括以下几项:
(一)居住权的期间届满
居住权作为用益物权,是一种有期物权。 根据《民法典》第 367 条规定,居住权期间应当由居住权

合同加以约定。 当居住权合同约定有存续期间时,期间届满的,居住权消灭。 那么,如果居住权合同中
对居住权期间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应当如何认定居住权的期间呢? 对此,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
居住权不受期间的限制,所有权人可以随时解除居住权;二是以居住权人的终生为期限,即居住权人终
生享有居住权。 笔者持第二种解释,因为这更符合居住权的设立目的。
(二)居住权人死亡
居住权属于人役权,具有人身属性,与居住权人的人身不可分离,因此,居住权人死亡,居住权应归
于消灭。 关于居住权人死亡的消灭原因,需要指出两点:一是若居住权为两个以上的自然人共同设立
时,应当以多个自然人中,最后一个自然人死亡的时间为居住权消灭的时间;二是无论居住权合同中是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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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 1044 条、《奥地利民法典》第 522 条。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物权法(草案)参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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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约定居住权期间,居住权人死亡都是居住权消灭的事由。 也就是说,居住权合同约定有期间的,若在
该期间内居住权人死亡的,即使期间尚未届满,居住权亦归于消灭。
(三)住宅灭失
居住权是以住宅的利用为目的而设立的用益物权,住宅的存在与否对居住权的目的实现具有决定
性作用。 因此,一旦住宅灭失,居住权的目的将无法实现,此时居住权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了。
关于住宅灭失,以下三个问题需要阐明:
其一,住宅灭失后,所有权人对居住权人没有重建的义务,亦不负有在重建房屋上重新设立居住权
的义务。 即使居住权人进行重建,也不导致居住权的当然继续存在。①
其二,住宅部分灭失的,居住权是否消灭? 从客观上看,住宅灭失可以是全部灭失,也可以是部分
灭失。 住宅全部灭失的,居住权消灭当无疑问。 但住宅部分灭失的,若剩余部分仍可满足生活居住需
要,则居住权于剩余部分继续存在。 这是因为,住宅的部分灭失仅是居住权的客体范围发生变化,并不
影响居住权的目的实现。 同时,住宅附属设施灭失的,也不影响居住权的继续存在。
其三,住宅灭失后有代替物的,居住权是否消灭? 居住权属于用益物权,其以住宅的使用权价值为
内容,属于使用价值权。 因此,一旦住宅因灭失而丧失使用价值,居住权也无由继续存在。 那么,如果
住宅灭失而有代替物的,居住权是否消灭呢? 如住宅被征收后,所有权人重新获得了安置住宅,居住权
人能否就新安置的住宅继续享有居住权? 对此,《物权法(草案)》第 189 条曾规定:“因住房灭失,住房
所有权人获得赔偿金的,应当给予居住权人适当补偿;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居住权人,也可以放弃补
偿,要求适当安置,但因居住权人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住房灭失的除外。” ②按照这一规定,居住权人可
以在“适当安置”的住房上继续行使居住权,表明居住权具有物上代位性。 我国也有学者主张,在房屋
被征收而导致灭失的情况下,若被征收人因此获得新的安置房屋时,为保护居住权人的利益,居住权亦
得回复。③ 对此,笔者认为,只要住宅灭失,即使有代替物的,居住权也应归于消灭。 如果所有权人愿
意,可以就新的住宅重新设立居住权。
(四)居住权被撤销
当出现法定事由时,物权设立人有权撤销物权,从而使物权归于消灭。 这是各国和地区的立法通
例,我国立法也有相应规定。 例如,《民法典》第 384 条规定了供役地权利人有权解除地役权合同的两
种情形,这实际上就是地役权被撤销。 那么,住宅所有权人能否撤销居住权呢? 对此,《 物权法( 草
案)》第 187 条曾持肯定态度,并规定了两个撤销事由:一是故意侵害住房所有权人及其亲属的人身权
或者对其财产造成重大损害;二是有危及住房安全等严重影响住房所有权人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
为。④ 笔者认为,为保护住宅所有权人的利益,在特定情形下,应当允许所有权人撤销居住权。 这些特
定情形主要有:(1)居住权人滥用居住权,如对住宅造成严重损害、转让居住权、擅自出租住宅、改变住

①

参见杨宏晖:《我国人役权之立法趋势———兼论德国法之介绍》,载《物权法之新思与新为:陈荣隆教授六秩华诞祝寿论文集》,瑞兴

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版,第 335 页;陈华彬:《人役权制度的构建———兼议我国〈民法典物权编(草案)〉 的居住权规定》,载《 比较法学》

2019 年第 2 期,第 57 页。
②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物权法(草案)参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5 页。

④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著:《物权法(草案)参考》,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4 页。

③

参见单平基:《〈民法典〉草案之居住权规范的检讨与完善》,载《当代法学》2019 年第 1 期,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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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的用途、不进行正常修缮而任其毁损、允许非基于居住权人生活之需的人员居住情节严重等;(2) 居
住权为有偿的,在约定的付款期限届满后在合理期限内经两次催告仍未支付费用。 该情形主要是参考
《民法典》第 384 条的规定,因地役权与居住权同为役权,在利用供役地和住宅方面具有类似性。
(五)其他事由

其他事由主要包括:(1)附停止条件成就或附终止期限届至。 如前所述,居住权可以附条件或附
期限。 若居住权附停止条件或附终止期限的,则当条件成就或期限届至时,居住权消灭;(2) 抛弃。 居
住权人抛弃居住权当属其自由,居住权归于消灭;(3) 混同。 当所有权人将住宅出卖或赠与给居住权
人时,住宅的所有权与居住权发生混同,此时居住权消灭。
在居住权因上述事由消灭后,发生如下法律后果:(1) 返还住宅。 居住权消灭,而住宅仍存在的,
居住权人负有返还住宅的义务。 居住权人所返还的住宅,应当符合合同约定的使用后状态或者自然损
耗后的状态。 因居住权人死亡而导致居住权消灭的,其继承人承担返还住宅的义务。 (2) 赔偿责任。
如果因居住权人的原因导致住宅灭失的,不仅居住权归于消灭,而且居住权人还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 在居住权人抛弃居住权时,应妥善处理好抛弃后的事宜。 若因居住权人抛弃居住权而造成住宅损
害的,亦应承担赔偿责任。 (3)办理注销登记。 居住权实行登记生效主义,因此,在居住权消灭的情况
下,应当办理注销登记。 对此,《民法典》 第 370 条规定:“ 居住权消灭的,应当及时办理注销登记。” 应
当指出的是,在住宅部分灭失的情况下,虽然居住权并没有消灭,但当事人亦应当办理相应的登记,这
种登记应为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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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sidential Right in the Civil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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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ivil Code stipulates the system of the residential right. However in the absence of

systematic personal servitude and usufructuary right in the Civil Code it is difficult to apply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usufructuary right to those provisions of the residential right. In the system of the residential
right the way of the establishment the scope of the subject the definition of the object the legal effect

the cause of extinction and other issues need to be clarif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retation theory. To
expound the above problems can enrich and perfect the system of usufructuary right in China and help to
transform the normative effect of residential right into the actual effect of it.

Key Words residential right person owned residential right way of establishment residence legal

effect the cause of extinction

98

本文责任编辑:黄

汇

青年学术编辑:孙

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