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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論文係以科技部 104 年度研究計畫「民法第 828 條第 3 項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同意

行使權利類型之研究─以最高法院裁判為中心」（編號 104-2410-H-004-074）之研究

成果為基礎，予以增寫。前揭計畫，係以民國 93 年至 103 年間之最高法院相關裁判為

研究範圍，本論文則擴及觀察範圍至民國 106 年 9 月 30 日止。 
＊＊ 政治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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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我國民法仿多數國家立法例在「所有權」章設共有制度，惟依瑞

士之立法例只採取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二種型態。此外，對於所有權

以外之財產權亦容許分別共有或公同共有，學說對此稱為準共有，而

分別準用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之規定。 

關於公同共有人間權利義務，民法於第 827 條以下設有規範。其
中，又以民法第 828 條第 3 項之規定別具重要性。按現行民法第 828
條第 3 項明定：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
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準此，除處分公同共有物之行為

外，關於公同共有物其他權利之行使，非經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不得為之。民法規定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同意之高門檻，對公同共有

人權益之影響難謂輕微，特別是那些行為類型屬於公同共有物「其他

權利行使」之範疇，如何認定易滋糾紛，衍生鼠牙雀角之爭。故民法

第 828條第 3項所稱「其他權利」意所何指，值得詳究。 

查現行第 828條第 3項規定1之內容，與修正前同條第 2項之規定
並無二致。僅因該條新增第 2項：「第 820條、第 821條及第 826條之

1 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原第 2 項規定遂在項次上遞延變為第

3 項。既然民國 98 年所有權章之修正，對於公同共有物處分及其他權
利行使之規定，並無增刪任何文字，內容維持不變，則修正前後之規

範狀況似無不同，其實不然。 

首先，無論依修正前第 828 條第 2 項或現行第 828 條第 3 項之規
定，公同共有物之處分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而所謂處分，包

括事實上處分及法律上處分行為2。而法律上處分行為，舉凡足使公同

共有物所有權發生得喪變更或受限制者皆屬之。針對修正前第 828 條

                                                      
1 為節省篇幅，於後一概節略「民法」之名稱。僅於必要時，例如須與他法區別時，再

加以註明。 
2 王澤鑑，民法物權，2015 年 9 月，頁 326；鄭冠宇，民法物權，2017 年 8 月，頁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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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項所稱「其他之權利行使」，當時即有學者3認為既與「處分」並

列，在解釋「其他權利」時，宜斟酌其權利強度上是否類似於處分，

且著重如不經公同共有人全體同意，將有害於全體利益；反之，其他

權利之行使，如有利於全體時，似不須經全體同意。因而公同共有物

之保存行為及本於所有權對第三人所為之請求，此等行為目的係為維

持共有物的權利功能或實物價值，從而不須經全體同意。嗣後修正新

增現行第 828 條第 2 項規定，使公同共有得準用第 820 條、第 821
條、第 826 條之 1 規定，足徵該學者之見解洵屬的論。簡言之，修正
前第 828 條第 2 項所稱「其他之權利行使」與現行第 828 條第 3 項
「其他之權利行使」相較，範圍似乎有異，後者比較狹窄。 

僅以法條文義觀之，修正前第 828 條第 2 項所稱「其他權利之行
使」涵蓋範圍似乎較廣。然而，不容忽略的是，法院在舊法時代即已

承認尚有共有物處分或其他權利行使「以外之行為」的存在。若非涉

及共有物處分，亦非對共有物其他權利之行使，自無「經公同共有人

全體同意」必要。準此，須經公同共有人全體同意始能行使之其他權

利，無論修正前後，在範圍上未必不一。經查，在民國 98年所有權章
修正之前，被最高法院認定屬於權利行使「以外之行為」而得由公同

共有人單獨為之者，略有：確認公同共有物管理權存在4、確認繼承權

存在5、查閱公司帳簿財務報表6。是以，何種行為屬於第 828 條第 3
項所稱之「其他之權利行使」必須公同共有人全體同意行使？何種行

為僅係其他權利行使「以外」之行為，得由公同共有人單獨為之？不

僅對公同共有人重要且有利害關係，對實務界或學術界亦屬具研究價

值的課題。本文蒐集整理最高法院自民國 93 年至 106 年 9 月間之裁
判，試圖歸納「其他權利行使」之具體類型，進而觀察須經公同共有

人全體同意行使的各種權利類型性質是否同一？  
                                                      
3 蔡明誠，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權利行使之意義─以最高法院 87 年度台上字第

174 號民事判決為例，月旦法學雜誌，第 114 期，2004 年 11 月，頁 235。 
4 最高法院 54 年台上字第 2035 號判例。 
5 最高法院 85 年度台上字第 2764 號判決。 
6 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1839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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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同意行使之「其他權利」類型 

一、學說見解 

關於第 828條第 3項規定所稱「其他權利」，有學者認為係指處分
（如移轉物權、設定負擔、使用收益）以外的其他權利7。另有論者表

示：除公同共有物處分、第 820 條之保存行為及管理行為、第 821 條
本於所有權請求之權利以外，無論對公同共有人有利或不利，舉凡訴

訟上以及訴訟外之權利均屬之8。甚至代為意思表示、代受意思表示或

通知亦包括在內，範圍甚廣9。既然第 828條第 3項規定所稱「其他權
利」範圍甚廣，則就理論上言，其種類必繁。如是觀之，公同共有人

對共有物行使權利之難度，顯然不低，蓋非獲得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同

意，否則不得為之。第二，當種類眾多之其他權利，皆必須通過全體

公同共有人同意之高門檻，始能行使時，是否過度限制公同共有人之

財產權，不無疑慮且值得思量。因此必先整理歸納最高法院裁判，觀察

實務上是否已有常見之「權利類型」出現，並確認其性質是否相同？ 

二、實務見解 

關於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同意行使之權利，目前現存最重要之實

務見解，當屬最高法院 104 年度第 3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依該決議：
「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係公同共有債權之權利

行使，非屬回復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尚無民法第 821 條規定之準
用；而應依同法第 831 條準用第 828 條第 3 項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
外，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由公同共有人全體為原告，

其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10」該決議公布後，公同共有「債權」之

                                                      
7 王澤鑑，前揭註 2，頁 329。 
8 鄭冠宇，前揭註 2，頁 326。似持相同見解者，尚有謝在全，民法物權論，2014 年 9

月（上冊），頁 431。 
9 謝在全，前揭註 8，頁 431。 
10 決議日期：民國 104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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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或行使，成為諸多文獻討論焦點11。由於本文係以應得全體同意

行使之「權利類型」為主題，茲不復論前述決議內容，謹以該決議時

間民國 104 年為分水嶺，耙梳最高法院相關裁判，整理歸納第 828 條
第 3項規定「其他權利」之類型。 

（一）民國 104年以前應得全體同意行使之其他權利類型 

依據現有文獻12，祀產之清算、優先承買權之行使、土地徵收補

償費之領取、提起債務人異議之訴或第三人異議之訴，皆為被實務認

為須經公同共有人全體同意始能行使之權利範疇。又經蒐集整理民國

93 年至民國 103 年間最高法院相關裁判後13，發現有關祭祀公業的爭

議占相當比例。此外，紛爭亦集中於如何認定同意，是否限於行為當

時？抑或事前允許或事後承認均包含在內14？倘除去祭祀公業或「有

無同意」之爭議，屬於本文主題範圍之裁判數量很少，而且事涉文獻曾

提及的受領公同共有債權之清償15，或公同共有股權，出席股東會行使

表決權16，抑或優先承買權之行使17。簡言之，並無新類型產生，而且

在相當有限的相關裁判中，又以優先承買權之行使為最常見之訟源。 

                                                      
11 依發表時間先後順序計有：劉宗榮，論繼承取得公同共有債權的請求，月旦法學雜

誌，第 244 期，2015 年 9 月，頁 59 以下；游進發，再論準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以

最高法院 104 年度第 3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為反思對象，月旦法學雜誌，第 246
期，2015 年 11 月，頁 186 以下；王千維，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月旦法學教室，第

160 期，2016 年 2 月，頁 64 以下；林誠二，準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2184 號民事判決評釋，月旦裁判時報，第 45 期，2016 年 3 月，頁 9 以

下；呂太郎，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給付之當事人適格─評最高法院 104 年度第 3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月旦裁判時報，第 49 期，2016 年 7 月，頁 13 以下。 

12 王澤鑑，前揭註 2，頁 329 以下；謝在全，前揭註 8，頁 431；鄭冠宇，前揭註 2，頁

326。 
13 民國 93 年至民國 103 年總共十一年之間，才有 25 件相關裁判而已，數量上遠低於筆

者所預期。 
14 例如最高法院 93 年度台上字第 2609 號判決。 
15 例如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254 號判決。 
16 例如最高法院 103 年度台上字第 1570 號判決。 
17 例如：最高法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161 號判決、同院 99 年度台上字第 1469 號判決、

同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1845 號、同院 102 年度台聲字第 344 號、同院 103 年度台聲字

第 337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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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國 104年以後應得全體同意行使之其他權利類型 

觀察最高法院自民國 104 年至 106 年 9 月間的相關裁判，除公同
共有人依不當得利規定起訴請求返還被繼承人給付之買賣預留款或出

資額18，或受領祭祀公業權益分配金糾紛19等一般案件外，過往未見之

特殊爭議，則有下列： 

1. 請求出名人依約返還土地，移轉土地所有權 

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 號判決事涉被繼承人十一筆不動產
原暫借名登記於上訴人名下，而上訴人簽立同意書，承諾無條件依全

體繼承人（共四人）協議分割方案辦理移轉登記該不動產。嗣後，其

中一位繼承人依同意書單獨起訴請求上訴人移轉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登

記與被上訴人及陳○幸等三人公同共有。就此，最高法院表示：「被上

訴人依同意書所得行使之系爭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應屬繼

承人公同共有，被上訴人基於該公同共有債權起訴請求上訴人為移轉

登記，既非對上訴人為回復公同共有物之請求，自屬固有之必要共同

訴訟，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起訴，當事人始為適格。」借名人之繼承

人向出名人請求依據同意書，辦理不動產移轉登記，其實是公同共有

「債權」之行使，故最高法院於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 號判決20所持見

解，其實在立場上與該院嗣後所為 104 年度第 3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21

內容相符。 

同涉借名登記契約，借名人死亡後，其繼承人請求返還土地者，

尚有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39 號判決。最高法院於判決理由表

                                                      
18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441 號判決；同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680 號判決。被繼

承人給付之買賣預留款或出資額，繼承人起訴請求返還者。最高法院認為此類不當得

利債權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基於該公同共有債權訴請給付，既非為回復公同共有

物之請求，自屬固有之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起訴，當事人始為適格。 
19 最高法院 106 年度台上字第 1316 號民事裁定。依該裁定，最高法院認為：領取祭祀公

業權益分配金之權利，為男系直屬繼承人公同共有。 
20 裁判日期：民國 104 年 1 月 7 日。 
21 決議日期：民國 104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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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借名人死亡後，借名登記契約即終止。於未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

返還借名人之繼承人前，該土地之所有人仍為出名人；借名人之繼承

人所繼承者，係系爭土地之返還請求權，而非所有權。借名人之繼承

人向出名人等三人請求返還系爭土地之不當得利債權，屬全體繼承人

公同共有。被上訴人基於該公同共有債權訴請渠等為給付，既非為回

復公同共有物之請求，自屬固有之必要共同訴訟，應由公同共有人全

體起訴，當事人始為適格。」前述判決所持立場，亦是最高法院 104
年度第 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之延伸。 

2. 繼承人無權處分遺產受有利益 

有關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481 號判決，其事實為：被繼承
人所有不動產原暫借名登記於上訴人名下（被繼承人之子）。待被繼承

人死亡後，出名人（亦為繼承人）卻將系爭土地出賣並移轉予某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並得款一億六千多萬餘元。出名人（亦為繼承人）無

權處分遺產牟利致其他繼承人受有損害，因此衍生之不當得利或損害

賠償請求權，最高法院認為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被上訴人（繼承

人）基於該公同共有債權起訴請求上訴人（出名人兼繼承人）為給

付，既非對上訴人為回復公同共有物之請求，自屬固有之必要共同訴

訟，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起訴，當事人始為適格。 

繼承人無權處分遺產牟利致其他繼承人受有損害，因此衍生之不

當得利或損害賠償請求權，既然屬全體繼承人公同共有，則基於該公

同共有債權起訴請求給付，依最高法院 104 年度第 3 次民事庭會議決
議，無各繼承人單獨行使之餘地。故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481
號判決，其實是該院同年度第 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之重申。 

3. 繼承人擅自占用繼承之土地經營停車場牟利 

在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531 號判決裡，繼承之土地遭繼承
人中一人擅自占用經營停車場出租車位營利，部分繼承人單獨起訴請

求依各自應繼分比例計算租金之不當得利。就此爭議，最高法院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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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按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依民法第 1151 條規定，各
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關係，固無應有部分。然共有人（繼

承人）就繼承財產權義之享有（行使）、分擔，仍應以應繼分（潛在的

應有部分）比例為計算基準，若逾越其應繼分比例享有（行使）權

利，就超過部分，應對其他共有人負不當得利返還義務，他共有人自

得依其應繼分比例計算其所失利益而為不當得利返還之請求，此項請

求權非因繼承所生，自非屬公同共有。」 

同涉繼承人擅自占用繼承之（全部）房地，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
上字第 1959 號判決僅言：「共有人不顧他共有人之利益，而就共有物
之全部或一部任意使用收益，乃侵害他共有人之權利，就超越其權利

範圍而為使用收益之利益，要難謂非不當得利。」未若同院 104 年度
台上字第 531 號判決明白強調：「逾越其應繼分比例享有（行使）權
利，應屬侵害權益型之不當得利，而此不當得利請求權，係因繼承人

之行為且無保有利益之正當性，與繼承無關，故無第 828 條第 3 項規
定之適用。」惟由最高法院 105年度台上字第 1959號判決維持原審判
決，允准繼承人單獨起訴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之情形看來，無啻間接表

示逾越其應繼分比例任意使用收益公同共有物所生不當得利問題，不

受第 828條第 3項規定之規範。 

4. 因公同共有股權衍生之爭議 

有關公同共有股權衍生之爭議，分別有最高法院 104年度第 15號
判決及同院同年度第 2414號判決可為代表。該兩則判決乃同一當事人
就同一糾紛之延續，見解互有呼應，然同聲中亦各有異表，而值得特

敘。 

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2414號判決之部分內容可視為最高法
院 103年度台上字第 1570號判決之延續，蓋在 103年度時，最高法院
第四庭已表示：「所稱公同共有財產權之管理，係指對於公同共有財產

權之保存、改良及用益而言。公同共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之股東行使

股東權，參加股東會，並非上開之管理行為，而係公同共有財產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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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權利行使行為，應準用同法第 828 條第 3 項之規定，經公同共有
人全體之同意，始得為之。」同一案件，在 104 年度改由最高法院第
一庭承審，第一庭之見解與第四庭相同，並駁回當事人之上訴，終結

該案爭議。 

惟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2414號判決之意義，絕非該院第四
庭重彈第一庭之前舊調，重述 103年度台上字第 1570號判決之見解而
已，而係就另二個原則問題明示意見立場，而別具重要性，尤值關

注。 

首先，最高法院闡明：「公同共有之遺產，依民法第 1152 條規
定，固得由繼承人中互推一人管理之，且該互推方式，依同法第 828
條第 2 項準用第 820 條第 1 項規定，採多數決方式行之。惟依此規定
互推之管理人，僅得就遺產為保存、改良、利用等管理行為。公同共

有股份之股東，為行使股東之共益權而出席股東會，係屬行使權利而

非管理行為，自無民法第 828 條第 2 項準用第 820 條第 1 項規定之適
用，亦不得逕由依民法第 1152 條規定所推選之管理人為之。就此權利
之行使，公司法第 160 條第 1 項固規定應由公同共有人推定一人為
之，惟既係為行使公同共有之股東權所為推選，自應得公同共有人全

體之同意，俾符民法第 828 條第 3 項之規定，倘未經全體公同共有人
同意推選之人，即不得合法行使股東權。」 

同一立場，亦可見於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15號判決（第七
庭）。準此，公司股東死亡繼承人有數人者，在分割遺產前，其股份為

繼承人全體公同共有，公同共有人得推定一人行使股東之權利，此觀

民法第 1151 條、第 1152 條及公司法第 160 條第 1 項規定即明。此項
公同共有人中一人行使股東權利之推定，依民法第 831 條準用第 828
條第 3項規定，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惟誠如最高法院第七庭在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5 號判決已提及：
「在實例上，公同共有人僅存二人，一人所在不明，無法取得其同

意，則其餘一人得就公同共有物之全部行使其權利（司法院院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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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 號解釋參照），或公同共有物被一部分公同共有人為移轉物權之
處分，事實上無法得該為處分行為之公同共有人之同意，以請求救

濟，此時亦得由處分行為人（包括同意處分人）以外之公同共有人全

體之同意行使公同共有物之權利（本院 32 年上字第 115 號、37 年上
字第 6939 號判例參照）。」就此，最高法院第一庭在同年度台上字第

2414 號判決強調：「公同共有人以公同共有物或權利為標的而起訴
者，乃就公同共有物或權利行使訴訟權，依民法第 828 條第 3 項規
定，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其當事人始為適格。雖基於保障公

同共有人之訴訟權，不因事實上無從取得部分公同共有人同意（例如

公同共有人中有所在不明，或適為該訴訟之被告而利害相反之情形）

而受影響，司法院院字第 1425 號解釋及本院 32 年上字第 115 號、37
年上字第 6939號判例因而就此等情形設其例外，惟其目的僅在於解決
訴訟當事人適格欠缺之問題，尚不及於公同共有物之其他處分或權利

行使行為。公同共有人間若僅因意見不同，而就公同共有物之處分或

權利行使，無法取得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同意者，尚與上開解釋及判例

意旨不合，自不得任意比附援引，否則無異漠視持不同意見之公同共

有人之權利，並使民法第 828 條第 3 項規定形同具文，自非妥適。」
易言之，最高法院 104年度台上字第 2414號判決在某種程度上，又對
同年度台上字第 15號判決進行了限縮性的調整。 

概括言之，關於公同共有股權衍生之爭議，可細分為三個子題：

第一，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係屬行使權利或管理行為？第二，民

法第 1152 條及公司法第 160 條第 1 項之「互推」管理人採多數決或
（全體同意）一致決？第三，行使權利無法取得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

時，如何處理？關於前兩個問題，似已有共識可言。但就第三個問

題，司法院院字第 1425號解釋及最高法院 32年上字第 115號、37年
上字第 6939號判例雖設有例外，惟該例外得否適用於公同共有人間意
見不同之情形，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5 號判決及同年度第

2414號判決在立場上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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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同共有人之配偶無權占用共有土地 

坐落新北市某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由七人繼承而公同共有，然

該土地遭其中一位公同共有人之配偶無權占用，其他六位公同共有人

遂起訴請求不當得利。對此糾紛，最高法院於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549
號判決表示：「按公同共有債權人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係公同共

有債權之權利行使，非屬回復公同共有債權之請求，尚無民法第 821
條規定之準用；而應依同法第 831 條準用第 828 條第 3 項規定，除法
律另有規定外，須得其他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或由公同共有人全

體為原告，其當事人之適格始無欠缺。此為本院 104 年 2 月 3 日以後
採行之見解。公同共有人中一人或數人未得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而就

公同共有債權起訴請求債務人履行債務，如他公同共有人拒絕同為原

告無正當理由者，已起訴之原告得聲請法院以裁定命該未起訴之人於

一定期間內追加為原告，逾期未追加者，視為已一同起訴。此項追

加，於第一審或第二審程序均得為之，此觀民事訴訟法第 56條之 1第

1 項、第 446 條第 1 項、第 255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自明。故公同共
有人中一人或數人，就公同共有債權，以他公同共有人及非公同共有

人之第三人為共同被告，請求履行債務，該為被告之公同共有人於第

一審程序，固有拒絕同為原告之正當理由，惟倘第一審法院就原告請

求該公同共有人之被告給付部分為原告敗訴之判決，原告對該敗訴部

分未提起第二審上訴而告確定者，該為被告之公同共有人於原告與他

被告間訴訟之第二審程序，並不當然有拒絕同為原告之正當理由；於

此情形，第二審法院審判長為避免原來當事人適格之訴訟，因未追加

原為被告之公同共有人為原告而成為當事人不適格狀態，本於法官知

法及促進訴訟之民事訴訟目的，自應闡明使原告聲請追加該第一審被

告之公同共有人為原告，俾使訴訟當事人適格。」 

公同共有之土地遭其中一位共有人之配偶無權占用，其他六位公

同共有人起訴請求不當得利，其實是公同共有債權之權利行使。因此

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549 號判決再度強調，依該院同年度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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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尚無民法第 821 條規定之準用。另一方面，倘他
公同共有人拒絕同為原告無正當理由者，最高法院則闡示可藉民事訴

訟法相關規定避免當事人不適格狀態發生。 

6. 終止耕地租約 

被繼承人於民國 42年間向訴外人承租原臺北縣八里鄉多筆土地，
訂有臺灣省臺北縣私有耕地租約。繼承人依臺灣省耕地租約登記辦法

第 5 條規定擅自單獨申辦變更登記，登記自己為唯一現耕繼承人，並
切結放棄租約之耕作權，辦理租約變更及終止登記。其他繼承人因無

法耕作，而請求損害賠償。就此爭議，最高法院於 106 年度台上字第

353 號判決表示：「終止權之行使，依民法第 263 條準用同法第 258 條
之規定，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表示為之，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有數人

者，該意思表示應由其全體或向其全體為之，此為終止權行使之不可

分性。原審既認系爭土地之耕作租賃權應由兩造共同繼承，能否謂上

訴人一人擅自放棄耕作權與終止系爭租約，已生效力，被上訴人公同

繼承之系爭租約之權利，遭上訴人侵害，即滋疑義。」 

耕地租約之承租人死亡後，其租賃權由繼承人公同共有，成立第

831 條之準共有。既然繼承人公同共有租賃權，繼承人全體成為耕地
租約之承租人，誠如最高法院所言，依第 263 條準用同法第 258 條之
規定，終止租約之意思表示，應由全體承租人（繼承人）為之22。復

以，公同共有耕地租約之終止，非屬公同共有物處分或第 820 條之保
存行為及管理行為，亦非第 821 條本於所有權請求之權利，自應受第

828條第 3項規範拘束。 

                                                      
22 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1697 號判決亦同此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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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常見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同意行使權利之性質 

一、民國 93年至 103年 

觀察最高法院自民國 93年以降至 106年 9月為止，有關第 828條
第 3 項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行使權利之裁判，可以發現：截至民國

103 年底為止，相關裁判數量不多，以祭祀公業的爭議為最大宗。倘
除去祭祀公業的糾紛不論的話，可供研究的裁判更少。惟在極有限的

案件數內，仍可歸納出特定類型，例如拆除公同共有之房屋、受領公

同共有債權之清償、優先承買權之行使、因公同共有股權出席股東會

行使表決權。其中，拆除公同共有之房屋，乃對共有物之事實上處分

行為；而優先承買權之行使，則在數量上稱冠。 

二、民國 104年至 106年 9月 

（一）公同共有股權之行使 

相對於民國 93 年至 103 年間穩定又平靜之發展，自民國 104 年
起，則可觀察到舊傳統之延續與新問題之出現、新見解之誕生，新舊

並陳而相對豐富。其中，雖以最高法院 104 年度第 3 次民事庭會議決
議最受眾人矚目。但解決公同共有股權爭議之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
字第 15 號判決及同年度第 2414 號判決，亦別具意義。前揭兩則判
決，一方面維持最高法院過往的見解，認為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

係屬行使權利，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同意。另一方面在此既有基礎

上，又明確而且一致地表示：「依民法第 1151條、第 1152條及公司法
第 160 條第 1 項之規定，公同共有人得『推定』一人行使股東之權
利。此推定，依民法第 831 條準用第 828 條第 3 項規定，應得公同共
有人全體之同意。」不僅如此，前該兩則判決亦同就無法獲得全體同

意之困境，毫無迴避或隱晦，各自陳述意見。儘管兩則判決都提及司

法院院字第 1425號解釋、最高法院 32年上字第 115號、37年上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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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39 號判例所設之例外。然不無遺憾的是，就適用例外之要件，最高
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5 號判決及同年度第 2414 號判決態度有異，
值得密切關注後續發展。因此，就公同共有股權之爭議，最高法院在

守成中亦有開創，惟也留下未盡之遺緒。 

此外，最高法院 104 年度台上字第 15 號判決、同年度第 2414 號
判決及同年度第 1549號判決率皆突顯了第 828條第 3項規定雖是實體
法規範，卻有程序法上的效應。因為依第 828 條第 3 項規定必須公同
共有人全體同意始能行使權利，而起訴乃行使權利之通常方法。所

以，無法取得全體同意不僅構成行使權利之重大障礙，在訴訟法上亦

有當事人不適格之程序問題。為防止當事人適格有所欠缺，最高法院

曾在 93 年度台上字第 674 號判決表示：「拆除共同繼承之房屋，係對
公同共有物為事實處分之行為，請求拆除共同繼承房屋之訴，屬於民

事訴訟法第 56條第 1項所謂訴訟標的對於共同訴訟之各人必須合一確
定者。本件上訴人丙對於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係為有利益於共同訴

訟人乙、甲之行為，依同條項第 1 款規定，為上訴效力所及，爰併列
乙、甲為上訴人，合先敘明。」而最高法院在 104年度第 1549號判決
除再次強調民事訴訟法第 56 條之 1 第 1 項外，另也提及可藉同法第

446 條第 1 項、第 255 條第 1 項第 5 款等規定，俾使訴訟當事人適
格。準此，第 828條第 3項規定與民事訴訟法第 56條之 1第 1項、第

446 條第 1 項、第 255 條第 1 項第 5 款等規定，具有關聯性，值得一
併關注。 

（二）其他各類「債權」之行使 

其他非關公同共有股權之爭議，類型各異，除依不當得利規定起

訴請求返還被繼承人給付之買賣預留款或出資額，或受領祭祀公業權

益分配金糾紛外，尚有：借名人之繼承人向出名人請求返還土地，或

繼承人無權處分遺產受有利益，或公同共有人之配偶無權占用共有土

地，或終止公同共有耕地租約等四種態樣。前三者乍看似為新興問

題，實則僅有「事實」態樣是前所未見，所涉法律爭議絕非新穎。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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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名人之繼承人請求出名人返還土地，本質是公同共有「債權」之行

使。而繼承人無權處分遺產受有利益或公同共有人配偶無權占用共有

土地，在法律上則同屬返還不當得利之問題，請求返還無權處分或無

權占用所生之不當得利，仍是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準此，即便

在民國 104 年以後，實務上應由公同共有人全體行使之「其他權利」，
仍以「債權」為最大宗；只是債權之內容，隨具體個案而異，可能是

依借名契約返還土地、請求返還不當得利或請求損害賠償。 

肆、結論 

綜觀自民國 93 年以降，民法第 828 條第 3 項規定在實務上之發
展，除對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同意行使之權利

類型，尤以優先承買權、公同共有股權堪為代表。其中，優先承買權

在數量上最具意義。而公同共有股權之特別處在於，其所衍生之爭議

最複雜，且又可細分為三個子題：第一，出席股東會行使表決權，係

屬行使權利或管理行為？第二，民法第 1152 條及公司法第 160 條第 1
項之「互推」管理人採多數決或全體同意一致決？第三，行使權利無

法取得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時，如何處理？關於前兩個問題，最高法

院已有定見，但就第三個問題，仍乏共識。 

至於其他非由全體公同共有人不得行使之權利類型，尚有：依不

當得利規定起訴請求返還被繼承人給付之買賣預留款或出資額，或受

領祭祀公業權益分配金糾紛，或借名人之繼承人向出名人請求返還土

地者，或繼承人無權處分遺產受有利益，或公同共有人之配偶無權占

用共有土地，或終止公同共有耕地租約等等。前述權利似乎類型各

異，但在性質上萬流歸一宗，多為公同共有「債權」之行使，而屬最

高法院 104年度第 3次民事庭會議決議範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