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問題所在 

 

共有之型態，學說上分為總有1、共有（分別共有）與合有（公同共有）三

種2。而我國民法所規定者，僅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二種（民法第八一七條至第

八三０條參照），前者導源於羅馬法，為個人主義法制之共有型態，各共有人對

共有物之所有權，均與單獨所有權相同，惟受到量的限制，且各共有人得自由處

分其應有部分；後者導源於日耳曼法，強調團體色彩，共有人因一定目的或同一

之利害關係而結合，受其公同關係拘束，僅有潛在應有部分，故無處分其「應有

部分」之可能。然而，無論屬分別共有或公同共有，共有人對於共有物之所有權，

均受法律保護。除共有物之簡易修繕等保存行為得由共有人單獨為之，共有物之

改良行為，得以多數決方式（共有人過半數及應有部分合計過半數之同意）為之

外，共有物的管理行為，皆需由共有人全體協議或共同管理（民法第八二０條參

照）。至於共有物之處分，非經共有人全體之同意，不得為之，否則將害及他共

有人共有權3（民法第八一九條、第八二八條）。惟共有人全體同意有其困難性，

例如共有人數眾多，意見難以一致，或部分共有人行方不明，難以取得其同意之

意思，致使共有土地無法有效管理利用或移轉他人，對國家社會經濟產生不良影

響。 

迨民國六十四年，行政院函送立法院審議「土地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增訂第三十四條之一（立法通過後之第六項），規定依法得分割或為其他處分之

                                                 
1 我國習慣上亦有類似總有之型態，例如祀堂、祠堂、學田，其他宗族共同財產。參閱黃棟培，

民法物權論，五十七年十月初版，自版，頁一一五。 
2 史尚寬，物權法論，七十六年一月，自版，頁一三八以下；謝在全，分別共有內部關係之理論

與實務，民法研究會編，民法研究（一），八十八年九月，學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九八；

鄭玉波，民法物權，九十年十月，三民書局，頁一一四以下。另有部分學者將共有僅區分為分

別共有與公同共有二者，而未將總有納為共有型態之一，如李肇偉，民法物權，五十一年十一

月，自版，頁二一六；曹傑，中國民法物權論，五十三年四月台一版，台灣商務印書館，頁九

七以下；姚淇清，中國民法要義，五十五年十月初版，自版，頁四二六以下；黃棟培，前揭書

(註 1)，頁一一五以下；鍾煥新，民法物權，五十九年十二月，正光書局，頁一一六以下。至

於姚瑞光僅以「共有之型態，各國法律規定不盡相同」，而未將共有型態予以分類。參閱氏著，

民法物權論，七十五年十月，自版，頁一一八。 
3 參閱民法第八二八條之立法理由。此外，鍾煥新認為：「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係存在共有物之

整體中，如有共有人欲將共有物之本質及用法加以變更，或讓與他人，或以其供擔保之用，勢

必牽涉到其他共有人之權利，故必須經其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始能生效。」參閱氏著，前揭

書（註 2），頁一二０至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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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土地或建築改良物，共有人不能自行協議分割或處分者，由地政機關先行

調解，調解不成時，移送法院審理，並免納裁判費。其修訂說明謂：「共有不動

產處分，依民法第八一九、八二八條規定，應得全體共有人之同意，分割為處

分行為之一種，故民法第八二四條規定分割共有物，須經共有人協議分割，無

法協議分割者訴請法院裁判決定。惟事實上，共有物之分割或其他處分，遭遇

之困難極多，非但人深以為苦，政府施政亦常受其阻礙。為解決民間共有不動

產之糾紛，促進土地利用，便利地籍管理及稅捐課徵，爰增訂條文如上。」職

是以言，其用意在解決因共有人意見不一致而無法分割，致無法達到土地有效

利用問題，故乃有免納裁判費之規定，至於分割以外之其他處分糾紛，地政機

關僅協助居中調解而已。 

該草案條文於立法院審查過程中，被認為僅規定分割調解或移送司法審理

之方法，無法根本解決因民法第八一九、八二八條規定共有不動產處分需經全體

同意而產生的問題，惟若俟民法修正再予解決，將緩不濟急，乃於行政院原草案

條文前增列第一項多數決（共有人過半數及應有部分合計過半數）、第二項他共

有人於應有部分出賣時得優先購買、第三項公同共有準用等三項規定，並將行政

院原擬條文移列第四項。嗣後協商討論時，決議增加應有部分逾三分之二即得處

分，並將設定負擔改採列舉方式，另衡量他共有人權益之保障，非經相當程序其

共有權即遭處分，實不妥當，再增加書面通知或公告及給付價金並代為辦理登記

二項程序4。按土地法為民法之特別規定，共有土地及建築改良物之處分、變更

及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此後不需依民法第八一九條規定，經共

有人全體之同意，而得僅以共有人數過半數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數之同意，或

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即可為之。同條第五項規定公同共有準用第一項之結

果，使公同共有不動產之處分、變更及設定負擔，亦得適用多數決方式。自本法

條立法過程觀之，其立法政策有積極的經濟及政策作用，其強烈公益目的不容質

疑。換言之，本法所以賦予部分共有人5具有處分他共有人應有部分之權限，而
                                                 
4 本次確定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法文計六項：(1)共有土地或建築改良物，其處分、變更及設定

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數過半數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數之同意行之。

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數不予計算。(2)共有人依前項規定為處分、變更或設定

負擔時，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其不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之。(3)第一項共有人，對
於他共有人應得之對價或補償，負連帶清償責任。於為權利變更登記時，並應提出他共有人已

為受領或為其提存之證明，其因而取得不動產物權者，應代他共有人申請登記。(4)共有人出賣
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5)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
之。(6)依法得分割或為其他處分之共有土地或建築改良物，共有人不能自行協議分割或處分

者，任何人得聲請該管市、縣地政機關調解；調解不成立者，該管地政機關得依任何共有人之

聲請，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審理。參閱立法院公報，第六十四卷，第五十七期，院會紀錄，第四

頁。 
5 按本文所稱部分共有人，指同意處分之共有人，他共有人，則指不同意處分之共有人，謹先敘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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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排除民法第八一九、八二八條規定之適用，乃是基於強烈之公益為前提，惟為

避免過分害及他共有人權益，同時規定書面通知或公告以及對價給付或補償並代

為辦理登記二項程序，以平衡共有人權益，至賦予他共有人於共有人出賣應有部

分時，具有優先購買權，以茲簡化共有關係。此次立法，堪稱共有制度之重大變

革，然因立法過於倉促，反而孳生諸多爭議問題6。  

自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立法以來，確實減少共有不動產處分之困難度，但

亦因而衍生許多爭議與問題。實務上發生共有人以極低價依本法條規定出賣共有

土地，通謀於嗣後再買回，儘管同條第三項設有對價或補償規定，但對於價金不

當之情形，並無法提供他共有人任何保障，而第二項通知或公告，對他共有人而

言亦僅有知悉效果而已，造成他共有人權益受損嚴重，雖得請求損害賠償，但有

困難性。然而，若主張依內政部訂定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行要點（以下簡

稱執行要點）第十點規定，共有人低價出售共有不動產之情形，他共有人得對出

賣共有人之「應有部分」行使優先購買權以保障其權益（惟此解釋是否妥適，尚

有檢視必要），但若同意處分之共有人違法未盡通知義務，他共有人即無從得知

部分共有人之處分行為；另一方面，地政機關於登記時無須審查其通知文件（執

行要點第八點），優先購買權是否視為放棄往往由出賣人於登記申請書備註欄切

結（執行要點第十點），他共有人可能在登記完畢後接獲地政機關之通知，方得

知共有不動產處分之事實，也無法於登記前主張其優先購買權。另依司法判決及

行政解釋，認為違法未盡第二項出賣之通知及第四項優先購買權之通知義務，僅

生損害賠償問題，對處分效力並無影響。準此以言，雖內政部為保障他共有人權

益，儘量擴張解釋優先購買權之適用，但因違反通知程序之法效果僅為損害賠

償，進而減損此解釋之效果，且此解釋是否於法有據，尚待探討已如前述。亦有

公私共有土地，部分共有人利用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因預算問題，無法於通知期限

（十日）內行使優先購買權，低價處分共有土地以謀利之案例。是以，現行共有

不動產處分程序，實存在著相當多的問題，不僅為投機者提供可乘可機，更嚴重

損及他共有人權益，此等情形，應非當初立法者所樂見，且有悖本法條之立法意

旨，亦不合情理及法正義理念。故如何謀求妥適之共有不動產處分程序，於促進

土地利用之同時，能兼及保護他共有人權益，實有探討之必要。 

行政實務上，為便利執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內政部依職權訂定執行要

點，遇適用疑義者，皆依賴內政部依職權解釋。然自本法條立法以來，行政解釋

與實務作法、司法判決及學說見解，有莫衷一是之不一致情形，例如第一項處分

                                                 
6 例如謝在全即認為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之增訂，旨在尋求共有物管理與流通遲滯問題之徹底

解決，卻因倉促立法，反而使共有人間之內部關係更為複雜，實非始料所及。參閱氏著，前揭

文（註 2），頁九九至一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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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蓋範圍為何？是否及於抵押權設定、共有物分割、共有土地出租或共有型態變

更？依第一項處分之承受對象可否為共有人？共有不動產處分程序為何？違反

第二項書面通知或公告之法律效果為何？他共有人於共有土地出賣時是否具優

先購買權？能否將優先購買權擴張適用至出賣行為以外？第五項公同共有應如

何準用前四項規定？以上種種，應有進一步探討之餘地。茲擇其要者分述如下： 

 

壹、處分之範圍及承受對象問題 

 

處分一詞，在民法上有各種意義；民法第八一九條處分之意涵，依學者通

說認為包括法律上處分及事實上處分，惟負擔行為不包括在內。至於土地法第三

十四條之一「處分」意涵，學說見解歧異，實務上，執行要點第二點規定：「本

法第一項所稱『處分』，包括買賣、交換、共有土地上建築房屋及共有建物之拆

除等法律上之處分及事實上之處分。但不包括贈與等無償之處分及共有物分割。」

第四點並規定：「共有土地或建築改良物標示之分割或合併，有本法條之適用。」

職是以言，第一項處分，行政機關亦認應包括法律上之處分及事實上之處分，惟

採列舉方式。其中引發爭議者，為共有土地出租、抵押權設定、共有物分割及共

有型態變更有無本法條適用問題，應有釐清之必要。 

關於共有土地出租得否適用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行政實務上，依上述

執行要點第二點規定，雖未明文排除其之適用，但依明示其一，排除其他及省略

規定之事項，應認為有意省略之法理，似可謂執行要點未將出租共有土地之情形

包括在內。此外，最高法院決議及判決見解，認為共有物之出租係共有物之管理

行為或利用行為（為管理行為之一），故無本法條共有物處分、變更及設定負擔

之適用。至學說上則有主張應採肯定見解者。共有土地出租無法適用本法條，將

減少得以多數決有效利用土地之機會，使無法合致管理利用土地者或不願自為建

築使用者，僅可選擇移轉共有物所有權予他人，或訴請分割共有物，但土地細分

結果往往不利於土地有效利用。反觀共有土地出租適用多數決，不必然害及他共

有人權益，且有促進土地利用之公益效果。就租賃性質而言，雖係債權行為，但

其具有一定物權效力及物權化傾向，已為通說見解。是以，將共有土地出租排除

於本法條適用範圍，是否具妥適性？能否合乎本法條立法意旨？即有探究之餘

地。 

至認應將抵押權設定及共有物分割納入本法條第一項處分範圍者，乃因二

者均屬處分行為，多數學者則採否定見解，行政解釋及司法判決亦皆採否定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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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將抵押權設定及共有物分割納入本法條第一項適用範圍，可能造成他共有人

權益受損，但排除適用又與處分體系有違。然以何種見解合乎本法條之目的？ 

另將公同共有土地變更登記為分別共有之法律性質及其得否適用本條項多

數決之規定，學說或實務見解有相當不一致之情形。學說上有認為應屬「權利內

容之變更」而為處分行為或「共有土地權利內容變更」，得依本法條第五項準用

同條第一項規定辦理；另有認為係公同共有人終止公同共有之內部關係問題，無

本法條第一項規定之準用。司法實務上，法院採「分割行為」之見解，而共有物

之分割並無本法條第一項之適用，應由全體共有人同意為之；反之，司法機關則

認屬「分割以外之處分行為」或「使物權關係發生變更」之行為，得依第五項準

用第一項規定辦理。對此，行政機關曾有不同見解，法務部曾將其認係「公同共

有人終止公同共有之內部關係問題」而持否定見解，亦曾認屬「分割以外之處分

行為」而持肯定見解；而執行機關內政部，曾以該部 81年 3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8171700 號函及 82年 12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8215997 號函，認其係分割以外之

處分行為，得適用本法條第五項準用第一項規定，但為顧及繼承人財產權益，須

按全體繼承人之應繼分辦理，惟此二函釋已無適用之餘地，因內政部於 89 年 9

月 1 日採納司法院秘書長及法務部「參照最高法院實務見解處理為宜」之意見，

以台內中地字第 8979883 號函示：「部分繼承人不得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

定申辦分別共有登記」，並將該部上述二肯定函停止適用。而肯定與否定見解之

爭點何在？依本條第一項規定辦理共有型態變更是否超越本法條之適用範圍及

立法目的？容有質疑。 

此外，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不動產全部時，關於承受人得否為共

有人之一，學說及實務見解不一，法務部認為若由共有人承受共有物，承受人之

應有部分未發生物權變動，非共有物之處分而持否定見解。反之，學說或實務多

數見解則認為，本法條並未限制承受人得否為共有人，由共有人承受並不違背本

法條促進土地有效利用之意旨而採肯定見解，惟應以何者為妥？判斷依據何在？

亦有釐清之必要。 

 

貳、優先購買權及其衍生之問題 

 

按本法條第四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

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但卻衍生各種問題。在應有部分出賣方面，例如共有人

出賣應有部分，承買人為地上權人時，他共有人是否仍有權優先購買？合併出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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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拍賣）數不動產，他共有人得否僅就其中一部主張優先購買，於此情形，與

優先購買權須依同一條件行使之關連性如何？在共有不動產出賣方面，法文為

「應有部分」出賣，他共有人得優先購買，則在共有不動產全部之出賣時，他共

有人應否享有優先購買權？此外，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不動產全部，若肯定承

受人得為共有人時，於共有人承受共有物之場合，他共有人是否應具有優先購買

權？另共有人優先權之適用範圍，應否限定於出賣行為，或於出賣以外之法律行

為他共有人亦得以同一條件優先承受？ 

當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承買人為地上權人時，他共有人是否仍有優先購

買權，內政部 87年 9 月 9 日台內地字第 8778266 號函作成肯定釋示，惟因本法

條第四項之立法理由，通說認係在簡少共有人數，簡化共有關係，僅具債權效力，

與本法第一０四條具物權效力相較，足見立法政策上之考量，係以用益合一優先

於所有權關係之簡化。則基地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或共有土地全部，承受人為

地上權人時，已使所有與使用合一，他共有人能否再依第四項規定主張優先購買

權？非無疑問。此外，合併出賣（含拍賣）數不動產，他共有人得否僅就其中一

部主張優先購買？由於優先購買權之行使受有同一條件之限制，共有人以一契約

出賣數不動產時，他共有人若欲行使其優先承買權，須受同一條件之拘束，而諸

多實務見解未將合併出賣之條件納入本法條第四項優先購買權行使條件考量，其

妥適性如何，亦待探討。 

至於他共有人優先購買權之行使，是否僅侷限於出賣「應有部分」而不及

於「共有物」之出賣？此為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處分共有不動產時，他共

有人是否有同條第四項優先購買權適用問題。共有物之處分，與共有人處分其抽

象的應有部分，情形不同（最高法院七十五年台上字第一二六一號判例、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一四一號解釋參照）。多數司法實務及學說見解基於代理權或處分

權說或保障他共有人權益而肯定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尤其在多數共有人以極

低價或公告現值，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土地全部，嗣後再向第三人購回

之情形，若能賦予他共有人優先購買權，將可避免部分共有人以大吃小，達到保

障未同意處分共有人權益之效果。然依現有法規範，是否具有足夠根據推論他共

有人於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處分共有物全部時，可主張優先購買之結果，

殊值研究。而行政實務作法，係根據執行要點第十點第一款規定：「部分共有人

依本法條規定出賣共有土地，就該共有人而言，仍為出賣其應有部分，對於他共

有人之應有部分，僅有權代為處分，並非剝奪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故在程序

上應先就其應有部分通知他共有人是否願意優先承買。」辦理。本項解釋，認為

他共有人於共有土地或建物處分時，得主張優先購買同意處分共有人之「應有部

分」，其不得直接優先購買全部共有土地或建物，僅能優先購買同意處分共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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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應有部分。若從保障他共有人權益觀點，應有實益，但此作法與上述司法解釋、

判決及學說見解：他共有人於共有物出賣時有優先購買權，是否相同？又與本法

條之立法意旨是否相符？此外，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不動產全部時，若

肯定承受人得為共有人，因共有人互買應有部分時，已達減少或限制共有人數，

並簡化共有關係之立法目的，學說或實務即否定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惟共有

不動產出賣，而由共有人承受之場合，是否能作相同解釋？ 

再者，關於可否將優先購買權擴張適用於出賣以外之法律行為，學說上有

採肯定見解者，行政解釋、司法判決則採否定見解。若為達保障他共有人權益之

目的，能否將優先購買權擴張適用，及於出賣以外之特定行為，使他共有人亦有

權優先承受？ 

 

參、共有不動產處分程序之相關法律問題 

 

一、 共有不動產處分之程序 

按本法條第一項係就共有不動產設定處分要件，處分程序之踐行法文僅規定

第二項通知或公告以及第三項對價給付或補償並代為登記二項程序，另共有不動

產出賣時，學說或實務上肯定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解釋上共有人即負有通知

之義務，應踐行優先購買權通知之程序。實務上，執行要點第十點第一款規定：

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規定出賣「共有土地」，應在程序上先就其「應有部分」通

知他共有人是否願意優先承買，致使部分共有人不得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直接處

分共有不動產。本項解釋結果，其適法性如何？是否混淆共有物處分與應有部分

處分之程序並增加法條本文所無之限制？ 

 

二、 違反通知、公告程序之效果 

本法條第二項規定依第一項處分、變更或設定負擔時，應事先以書面通知

他共有人；其不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之。既有見解認為未踐行第二項通知

或公告義務，對於處分之效力並無影響。然本法條增訂第二、三項程序規定之

目的，乃是在承認部分共有人有權處分他共有人所有權之下，藉由相當的手續，

以保障他共有人權益，蓋依第一項規定處分共有物後，他共有人之所有權將歸

於消滅，所受損害極大。若將違法未盡通知義務認定對於處分效力無影響，將

無法達到藉由相當手續保障他共有人權益之立法目的，而共有人間權利與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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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衡平，亦有未均，有再檢討之必要。 

 

三、 本法條第二項通知與優先購買權通知之踐行 

本法條第二項明文規定通知或公告為共有不動產處分程序之一，另出賣之

共有不動產處分行為，共有人應踐行優先購買權通知之程序，亦即，依本法條第

一項規定出賣共有不動產時，應踐行二種通知程序，一為第二項之通知（或公

告），一為優先購買權之通知。然而，由於本法條立法過程中，自始未慮及共有

不動產出賣時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於學說或實務肯定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

權，共有人因而負有通知義務之時，共有人應如何踐行優先購買權通知之程序？

其與本法條第二項之通知（或公告）應如何配合，是否為二次通知行為？或是否

適宜合併為一次通知？通知之內容又如何？即有探究之餘地。 

 

四、 依本法條處分全部共有土地，如處分後共有權利已不存在，而他共有人已

有死亡者，得直接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免辦理繼承登記問題。（執行要點

第八點第四款） 

自本條法文或法意旨以觀，實無法得此結論。蓋民法第七五九條既已規定：

因繼承而取得不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不得處分物權，則此規定明顯違反民法第

七五九條規定。反觀司法實務，認為未辦理繼承登記，不得訴請分割共有物，雖

有為訴訟經濟原則，而得變通，但仍需先請求辦理繼承登記，並合併訴請分割共

有物。執行要點本項規定雖有便宜行政、便利處分之功能，但實質上仍違反民法

七五九條規定。惟應使其直接歸於無效或有限度承認其係限縮民法第七五九條適

用範圍？仍有探究空間。 

 

肆、公同共有準用問題 

 

按本法條第五項規定：「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第一項規定：

「共有土地或建築改良物，其處分、變更及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

應以共有人數過半數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數之同意行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

三分之二者，其人數不予計算。」以及第四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

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於公同共有究應如何準用，學說

及實務上鮮少論及。關於第一項準用問題，例如應有部分為數人公同共有是否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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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規範客體「共有土地或建築改良物」範圍之內？第一項規定共有人數及應

有部分之計算方式，於公同共有與分別共有之混合型共有不動產應如何準用？此

外，就文義解釋而言，第五項準用第四項，應係承認公同共有人於公同共有物出

賣時有優先購買權，否則即完全無法準用，惟行政實務採否定見解，以處分公同

共有之土地，非分別共有人處分其應有部分，認為公同共有人無優先購買權，而

司法判決則有採肯定見解者。公同共有與分別共有固然有所區別，然法律既已明

文規定“準用＂，則應有部分之存否，是否具有足夠理由，將公同共有物出賣時，

作成公同共有人無優先購買權之解釋，有待探討。 

 

綜合以上說明，現行共有不動產處分實體上及程序上，實存在許多問題，

固以往已有許多文獻進行探討，然既有學說與實務尚無定論，共有人間糾紛仍

頻。是以，如何於促進土地利用之同時，保障他共有人權益以減少紛爭，並解決

共有不動產處分相關爭議問題，有繼續思索與研究之必要。 

 

 

第二節 研究目的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乃為尋求共有不動產處分問題之解決，其立法有

強列公益目的之考量，然因立法過程倉促，致其內容有未盡周延之處，因此衍

生諸多缺失，雖學說上已有諸多文獻進行探討，然糾紛及爭議頻繁仍待深究，

已如前述。本文即希在達成促進土地利用立法目的之同時，謀求妥適之共有不

動產處分程序，以兼及保護他共有人權益。此外，藉此研究，希望不僅能瞭解

共有不動產處分爭議課題，更藉由分析學說上、實務上關於共有不動產處分爭

議之見解，釐清問題，以解決既存共有不動產處分問題並提供行政、司法實務

解釋及適用共有不動產處分法令時之參考。最後，並研提修法建議，以期減少

共有不動產處分之爭議問題。 

 

 

第三節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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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之研究主要採文獻分析法。具體而言，係針對立法公報資料、行政解

釋、司法實務資料及相關學術論著，就有關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處分

範圍及承受對象、優先購買權、共有不動產處分程序之相關法律問題及公同共

有準用等課題逐一分析探討，而後歸納出共有不動產處分採多數決之過程及理

念。此外，並自本法條立法以來發生的諸多問題與缺失，分析其各種見解之妥

適性，能否與立法意旨相符，進而歸納出共有不動產處分應有之程序與爭點見

解，最後並試擬我國共有不動產處分未來修法之方向及內容。 

 

 

第四節 論文架構 

 

本文除本章所敘明之問題所在、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外，其餘各章重點如

下： 

第二章「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立法分析」：論述共有不動產於民法規範應得共

有人全體同意下發生的問題，並就本法條立法過程歸納其立法理由及法

意旨。 

第三章「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所稱處分之範圍及承受對象」：先探討第

一項處分、變更之意涵，並研究抵押權設定、共有物分割、共有土地出

租、共有型態變更是否有本法條第一項多數決之適用。此外，另就第一

項處分之承受對象問題，分析是否得以共有人為承受人。 

第四章「優先購買權及其衍生之問題」：以優先購買權為核心，研究應有部分及

共有物出賣時，他共有人是否均具優先購買權。此外，進一步探討應有

部分出賣，承買人為地上權人，他共有人是否仍有權優先購買？合併出

賣數不動產，他共有人得否僅就其中一部主張優先購買，於此情形，與

優先購買權須依同一條件行使之關連性如何？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

物承受人若為共有人，此時其他共有人是否有優先購買權等問題。最

後，研究優先購買權衍生問題，即共有人之優先權應否限定於出賣行為

時優先購買，或於出賣以外之法律行為亦得以同一條件優先承受？ 

第五章「共有不動產處分程序之相關法律問題」：先介紹依第一項規定處分共有

不動產之程序，並就執行要點第十點第一款規定：「部分共有人依本法

條規定出賣共有土地，⋯應在程序上先就其應有部分通知他共有人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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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優先購買。」探討部分共有人得否依第一項規定直接處分共有不動

產及本項解釋之妥適性。其次，就現行違反通知及公告程序效果之見

解，論述共有人間權義關係，及其是否合乎本法條之立法意旨。再者，

因本法條立法過程自始未慮及共有不動產出賣時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

權，本文將接續探討共有人應如何踐行優先購買權通知之程序及其與本

法條第二項之通知（或公告）應如何配合問題。最後，就未辦繼承登記

得直接處分之規定，論述其是否違反民法第七五九條規定。 

第六章「公同共有準用之問題」：公同共有是否有應有部分，仍存在著爭論，而

公同關係成立原因之不同，使公同共有異其態樣，因此本章先介紹公同

共有之性質。而由於本法條第五項明文規定準用前四項規定，惟究應如

何準用，學說及實務上鮮少論及，本章擬探討應有部分為數人公同共有

是否屬第一項準用客體、第一項共有人數及應有部分處分要件於混合型

共有物應如何準用以及公同共有人是否有第四項優先購買權之準用等

問題。 

第七章「代結論－共有不動產處分規範應有之修正方向」：總結前面各章所述問

題分析之內容，以其為基礎，申論共有不動產處分規範應有之修正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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