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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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分一詞，為多義概念之法律用語，在民法上有不同意義，土地法第三十

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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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中「處分」之意涵，通說見解雖認為包括事實上處分及法律上處分（詳

如後述），但其內涵為何？與民法「處分」概念關連性如何？學說見解不一，實

務見解自立法以來，亦有相當大的不同。另一方面，依第一項規定處分共有不動

產全部之承受對象得否為共有人？本條法文並未規定，立法過程亦未論及，至於

學說及實務見解則有不一致之情形。從而，本章將先論述第一項法文所稱處分、

變更之意涵，並就抵押權設定、共有物分割等處分行為，以及共有土地出租、共

有型態變更有無本法條多數決之適用等問題，加以探討。再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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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 處分、變更之意涵 

 

壹、學說上關於處分意涵之分類 

處分一詞，在民法上有各種意義，學者之分類未盡相同，然大多數見解84（通

說）分為最廣義、廣義及狹義處分三類，最廣義處分包括法律上處分及事實上處

分，廣義處分指法律上處分，狹義處分則僅指處分行為（物權行為及準物權行為）

而言。事實上處分乃是就物體加以物質的變形、改造或毀損之行為而言，例如拆

屋重建。法律上處分又區分為負擔行為及處分行為，負擔行為指發生債務關係（給

付義務）之法律行為，又稱債權行為，例如買賣、保證；處分行為則指直接使標

的物權利發生得喪變更之法律行為，例如所有權之移轉、抵押權之設定、所有權

                                                 
84 王澤鑑，出賣他人之物與無權處分，收錄於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四），八十五年十月，

自版，頁一二九以下；氏著，再論「出賣他人之物與無權處分」，收錄於氏著，民法學說與判

例研究（四），頁一四三至一四六；氏著，三論「出賣他人之物與無權處分」：基本概念仍待

澄清，收錄於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五），八十七年九月，自版，頁七九；氏著，私賣

共有物、無權處分與最高法院，收錄於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八），八十五年十月，自

版，頁一五一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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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拋棄（物權行為）及債權讓與、債務免除（準物權行為），而負擔行為與處分

行為二者之差異，在於是否須具有處分權，處分行為以處分人對於標的物具有處

分權為必要，否則即成為無權之處分行為（民法第一一八條參照）。 

另有部分學者將處分作不同分類，如謝在全將處分區分為法律上之處分行

為、法律上處分行為與事實上處分行為（不包括負擔行為）、法律上處分行為與

負擔行為、法律上與事實上處分行為，並包括負擔行為在內等四類85，其特點在

於將負擔行為自法律上處分行為抽出，視不同需要再予納入各種不同處分體系之

內86。再者，陳榮隆則將處分區分為六類，包括(1)最廣義處分：事實上及法律

上處分；(2)較廣義：法律上處分（含私法上及公法上處分）；(3)廣義：私法上

處分（含負擔行為及處分行為）；(4)狹義：處分行為（含物權及準物權行為）；

(5)較狹義：物權行為；(6)最狹義：僅指讓與，不包括其他物權行為87。其特點

在於將通說見解之處分意涵再予細分，增加較廣義之處分（含公法上之處分）、

較狹義處分（不含準物權行為之處分行為）及最狹義處分（僅指讓與之處分行

為），惟就其分類內容包括公法上之處分以觀，似非僅就民法上之處分加以分類
88。此外，部分學者僅將處分區分為法律上之處分及事實上之處分二種89。 

綜上所述，處分意涵，雖有各種不同分類，然大體上仍以通說見解為中心

予以增減，以因應實際需要。此外，由於民法所稱處分之意義，並非單一意涵，

適用時往往須衡量法條文義、法律體系及立法目的之不同，而賦予不同之解釋90。 

 

貳、民法第八一九、八二八條處分、變更之意涵 

                                                 
85 謝在全，前揭文（註 2），頁一０三。 
86 謝氏所稱法律上之處分行為係通說見解之狹義處分行為，不及於負擔行為；法律上處分行為

與負擔行為係通說見解之廣義處分；法律上與事實上處分行為，並包括負擔行為在內係通說

見解之最廣義處分。 
87 陳榮隆，部分共有人出賣共有物之效力－最高法院八十九年度台上字第四四０判決評釋，台

灣本土法學，第十八期，二００一年一月，頁六十至六一。 
88 陳氏所稱最廣義處分（含事實上及法律上處分）係通說見解之最廣義處分；廣義處分（私法

上處分，含負擔行為及處分行為）係通說見解之廣義處分；狹義處分（處分行為，含物權及

準物權行為）係通說見解之狹義處分。 
89 倪江表，前揭書（註 8），頁一二三、一二四；鍾煥新，前揭書（註 2），頁六十、六一。 
90 此如，王澤鑑認為，民法所稱處分之意義，不可一概而論，應斟酌其文義，法律體系及法律

規範目的，審慎認定之。［氏著，出賣他人之物與無權處分，收錄於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研

究（四），八十五年十月，自版，頁一二九以下；私賣共有物、無權處分與最高法院，收錄於

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八），八十五年十月，自版，頁一五一以下。］此外，陳榮隆認

為，處分分類，僅係依邏輯思維所構成之體系，然各法條所謂處分，確定其在體系上究屬何

種意義之處分後，於適用上往往仍須再透過解釋將其內涵予限縮。［氏著，前揭文（註 87），
頁六十、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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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的立法目的，在解決共有不動產因民法第八一

九條第二項、第八二八條第二項規定共有物處分、變更及設定負擔須經全體同意

而產生的問題，因而在探究本法條處分意涵之前，即有必要先就民法第八一九條

第二項及第八二八條第二項處分意涵加以探討。 

民法第八一九條第二項規定：「共有物之處分、變更及設定負擔，應得共有

人全體之同意」，法文中「處分」之意涵，依學者通說包括法律上之處分及事實

上之處分91，為前述處分意涵通說見解中之最廣義處分，但不包括負擔行為在內
92。至於「變更」，係指超過利用改良程度之行為93，學說或實務解為變更共有物

之本質或用途，例如將宅地變更為水田、將農田變更為魚池、將住宅變更為店面、

將建地變更為農田94或將墓地變更使用種菜建屋（六十七年台上字第九四九號判

例）。由於本條將處分、變更及設定負擔並列，學者有認為變更及設定負擔為處

分之例示95，有認為本條之處分應不包括設定負擔之物權行為及變更之事實上處

分，僅指設定負擔以外之法律上處分行為及變更以外之事實上處分行為96。然

而，無論將變更及設定負擔認定為處分之例示（處分意涵包括變更及設定負擔），

或將變更及設定負擔排除於處分意涵之外，其結果均無差異，均以共有人全體同

意為必要，惟就體系而言，解釋上以後者較為妥適。至於第八二八條第二項「處

分」之意涵，學說或實務見解認為與第八一九條第二項處分同義，包括法律上處

分及事實上處分97，且不包括負擔行為98。 

                                                 
91 李肇偉，前揭書（註 2），頁二二二；曹傑，前揭書（註 2），頁一０二；倪江表，前揭書（註

8），頁一二三至一二四；姚淇清，前揭書（註 2），頁四三０；黃棟培，前揭書（註 1），頁一
二０至一二一；姚瑞光，前揭書（註 2），頁一二三；史尚寬，前揭書（註 2），頁一四三；吳
光陸，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之商榷，法學叢刊，第一三六期，七十八年七月，頁四

九；謝在全，前揭文（註 2），頁一二一至一二二；王澤鑑，三論「出賣他人之物與無權處分」：

基本概念仍待澄清，收錄於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五），八十七年九月，自版，頁九一

至九三；王澤鑑，前揭書（註 22），頁三四三至三四五；謝在全，前揭書（註 10），頁五六五。 
92 吳光陸，前揭文（註 91），頁四七。謝在全，前揭文（註 2），頁一二一至一二二。王澤鑑，
前揭文（註 91），頁九三。王澤鑑，前揭書（註 22），頁三四三至三四五。 

93 史尚寬，前揭書（註 2），頁一四四。 
94 謝在全，前揭文（註 2），頁一二一至一二二。王澤鑑，前揭書（註 22），頁三四三至五。謝
在全，前揭書（註 10），頁五六五。 

95 曹傑，前揭書（註 2），頁一０二、頁一三二，註八二。姚淇清，前揭書（註 2），頁四三０。 
96 謝在全，前揭文（註 2），頁一二一至一二二、一七一至一七二。謝氏並就事實上處分與變更

加以區別，認為事實上處分行為會使得原來共有物通通不存在，所以在處分和變更並列的情

況下，變更雖然是變更了本質，但是它的東西還是存在；如果是事實上處分，它會變成整個

東西都銷毀。另參閱陳榮隆，前揭文（註 87），頁六十至六一；謝在全，前揭書（註 10），頁
五六五。 

97 李光夏，前揭書（註 8），頁一二六；姚淇清，前揭書（註 2），頁四三九；黃棟培，前揭書（註
1），頁一三一；王澤鑑，前揭書（註 22），頁三八五；謝在全，前揭書（註 11），頁十九。 

98 最高法院三十三年上字第二四八九號判例、七十年台上字第一五三六號判決、七十一年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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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本法條第一項處分之意涵 

本法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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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民法第八一九條第二項規定相較，除設定負擔改採列舉外，「處分」、

「變更」之用語均無差異。多數見解雖認為，第一項處分包括事實上處分及法律

上處分99，但其內涵為何？學說或實務見解自立法以來，有相當不一致之情況。

首先引發討論者為，抵押權設定之處分行為，是否應在適用範圍？多數學者自法

文採列舉方式之文義、修法過程及立法目的而持否定見解100，惟學說上仍有因其

                                                                                                                                            
字第五０五一號判例。 

99 吳光陸認為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為民法八一九條第二項之特別規定，在排除民法八一九條

第二項之適用，二者之處分意義自應相同，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處分即指事實上處分及處分

行為，但不包括負擔行為。［氏著，前揭文（註 91），頁四七、四九。］此外，唐慕儉亦認為
三四條之一處分應與民法作相同解釋，民法八一九條、土地法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

在法理上自屬相同，此乃民法與土地法在立法上配合，從而關於「處分」一詞，亦應為相同

之解釋。［氏著，修正土地法之研評，六十五年十一月十一日初版，金玉出版社，頁一六０至

一六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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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機關亦認應包括法律上之處分及事實上之處分，但採列舉方式。惟謝在全

持不同看法，認為事實上處分恆使共有人之所有權造成全部或一部之絕對消滅之效果，對於

共有人造成重大不利，而土地法對此又未能提供有效之救濟途徑，故亦應解為不包括在內。

因之，處分僅指法律上處分而言，事實上處分行為不包括在內。［氏著，前揭文（註 2），頁一
三０至一三三。］ 

100 林誌誠認為，本條對於設定負擔採列舉方式，且如准抵押權之適用，難以計算對他共有人應

給予如何之對價或補償，故事實上亦窒礙難行，且共有人事後清償抵押債務或未清償，均難

以預料，故應認立法上故意予以剔除。［氏著，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之研究，司法官訓練所

第二十二期學員論文選集，七十五年十一月，頁二九三。］另，蘇永欽從本法條修法經過、

政策目的、法律關係與交易成本三方面考量而持否定見解，其認為：自處分的通常意涵（文

義解釋），以及從更高度的讓與尚且許可而舉重明輕（文理解釋），固然應該肯定；但從三十

四條之一的修正經過（歷史解釋），以及第一項特在處分之外列舉「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地

役權或典權」觀之（文理解釋），似乎又該採否定說。此時即有必要把該條的政策目的，也就

是排除不動產交易障礙，並藉以避免「妨礙都市計畫之執行，影響社會經濟之發展」（本法條

修正說明），納入解釋的考量而重新加以權衡。抵押權的設定涉及的是擔保交易，如果排除抵

押，不動產是不是會因少數共有人作梗而無法充分發揮其擔保效益？這裏只要想想抵押權的

「價值權」本質，即其利用不受限於物本體，與用益權因受限於物的本體而勢須由共有人共

管共用，正好不同，故各共有人本來可以將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釋字第一四一號解釋），

而使共有物的擔保利益充分發揮，並無閒置之虞，此時讓多數共有人侵越少數人的處分權限，

即屬過度。至於因為抵押權必從屬於一債權，若容許多數共有人就全部共有物設定抵押，將

在共有人之間或與第三人間形成如何複雜的債權關係，從而增加多大的整體交易成本，更不

消說了。故當然還是以限縮處分概念的否定說為當。由於此推論實深具價值，乃摘錄全文。［氏

著，私法自治中的國家強制－從功能法的角度看民事規範的類型與立法釋法方向，民法七十

年之回顧與展望紀念論文集（一），八十九年十月初版，元照出版公司，頁四三至四四。］此

外，謝在全亦以，抵押權之設定固屬處分行為，但抵押權之設定不在本條所列舉處分態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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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處分行為而持肯定見解者101。本文以為，從本法條立法過程中原審查法文為「設

定負擔」，改採列舉方式並變更法文為「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

及其條正說明謂：「原審查設定負擔包括抵押權，大家認為不當，所以改採列舉

方式」觀之，實係立法者有意排除抵押權之適用。此外，若持肯定見解，將使共

有人與抵押權人間形成相當複雜的債權債務關係，債務如何清償及對價如何計算

等問題，參以抵押權得就共有人之應有部分設定之（釋字第一四一號解釋參照），

應以否定見解較值採。 

其次，共有物分割有無本條項之適用，亦引發相當爭議。共有物分割，為

終止或消滅共有關係之清算程序，致使共有物之所有權發生變動，性質上為處分

行為102（不因協議分割或裁判分割而有不同，亦不因原物分割或變價分割而有差

異103），就處分體系而言，似應在第一項處分意涵之射程範圍之內，故學說或實

務有持肯定見解者104，惟多數則採否定見解105，謂協議非議決，不適用多數決原

                                                                                                                                            
內，文義甚明，且因抵押權得以共有物之應有部分設定之，不受物之本體之限制，與用益權

須占有共有物始能實現權利內容不同，故應為限縮解釋，認抵押權之設定不在本條適用範圍，

亦可參考。［氏著，前揭書（註 10），頁五七一。］ 
101 吳光陸認為，設定抵押屬處分行為之一種，從處分程度觀點，共有物既可移轉，設定抵押權，

充其量亦因拍賣而移轉。且設定典權，出典人屆期經過二年不回贖即取得典物所有權，與抵

押權屆期未受清償而拍賣抵押物類似。倘若立法者有限制不設定抵押權或其他處分，似應以

但書限制之。若准設定抵押，將損及少數共有人權益，但設定典權時，亦將發生如斯問題。

氏著，前揭文（註 91），頁四七、四九。 
102 此乃學說及實務上之通說。［參閱王澤鑑，前揭書（註 22），頁三六三；陳計男，前揭文（註

44），頁十四；謝在全，前揭書（註 10），頁六二六；最高法院六十九年台上字第一０一二號

判例、七十四年台上字第二五六一號判例。］惟學說上亦有否定分割為處分行為者，此如：

蘇茂秋認為，共有物分割之目的，僅在於終止物之「共有關係」，而非使共有物之「本權」發

生事實或法律上之變動，故縱使共有人行使對共有物之分割請求權，性質上亦非處分共有物。

蓋以共有人對共有物之「處分」，須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而在共有物之分割請求上，則得單

獨隨時為之，可知共有物之分割請求與共有物之處分行為，實有差異；實務上之見解雖有將

分割與處分行為同視者，惟此乃屬分割後之效力問題，究非分割之本身意義，殊難倒果為因

謂分割即係處分行為。［氏著，前揭文（註 28），頁六八。］開正懷則以，各有人間基於協議

分割，僅取得契約上之請求權，受請求者亦只負有依協議內容而為履行之義務，故所生者為

債權之效力。處分行為係直接移轉、變更或消滅標的物之法律行為，而負擔行為則非直接處

分標的物，唯就其作成負有移轉等義務之法律行為。分割共有物之效果，依我民法採權利移

轉主義，乃為共有者相互間交換其持分，性質與互易同，準用關於買賣之規定，其為義務行

為，不能論為處分行為。同理，協議分割亦唯取得就分得部分所有權移轉請求權，當無從解

為處分行為。我民法對一般共有物之分割，基於第八二五條規定，負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

任，而推論係採移轉主義，對於遺產分割（附註：修法前）則採宣示主義。且不問為共有物

分割，抑或亦遺產分割，其分割之性質，兩者並無差異，不因分割效力之不同，主張前者為

處分行為，後者則非處分行為，見解未能一致，殊有可議。［氏著，共有物協議分割抑判決分

割我亦曰非處分行為，鄭玉波主編，民法物權論文選輯（上），七十三年，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頁三六０以下。］ 
103 最高法院六十八年度第十三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二）、六十九年度第十四次民事庭會議決議、

八十四年台上字第九三六號判決。 
104 吳光陸認為，在法理上不容否認共有物分割屬處分行為，共有物分割若不適用三十四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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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且協議不成，尚得訴請裁判分割，並無欲分割而無法分割之情形，將共有物

分割排除於本法條適用範圍當不致於妨礙共有物之利用。誠然，將分割排除於本

法條適用範圍係與處分體系有違，然而，若將分割納入本法條第一項適用範圍，

部分共有人即可決定各共有人分割後所分配位置與面積，可能造成他共有人權益

嚴重受損。況且，共有物分割之目的在廢止共有關係，共有人取得單獨所有權，

其結果往往導致土地細分，與本法條第一項之立法係為促進都市計畫之執行、社

會經濟之發展及土地之有效利用等強烈公益目的，就共有土地之全部而為處分

者，實屬不同。再者，若共有人無法全體同意協議分割，任何共有人均得訴請法

院判決分割，似無礙分割之進行。權衡二者，仍以否定說為宜。 

綜上所述，本法條第一項處分之意涵，學說或實務見解雖認為包括事實上

及法律上處分，為最廣義處分範圍，但自立法以來，不僅學說上對其範圍有不同

詮釋，實務上更就其內涵不斷予以增減，此如：贈與等無償之處分行為（執行要

點第二點）、抵押權設定及共有物分割之處分行為，以目的性限縮方法排除於其

適用範圍；而性質上屬共有物管理行為106之共有土地或建物標示分割及合併，卻

為便利地籍管理之目的或未損及他共有人權益等由，而肯定有本法條之適用（執

行要點第四點）。是以，本法條雖為民法第八一九、八二八條之特別規定，旨在

                                                                                                                                            
多數共有人仍可出賣移轉後再買回，以迂迴方式達到目的。吳氏認為如不包括共有物分割，

應明文規定。［參閱氏著，前揭文（註 91），頁四八、四九。］實務上，內政部曾以 66 年 2
月 25日台內地字第 717844號函示肯定共有物分割得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第一項至第三項
規定辦理。［參閱台灣省政府公報六十六年春字第五十七期，頁三。］ 

105 學說上，謝在全認為，就體系解釋而言，民法第八一九條並未包括分割，另設有第八二三條

及第八二四條規定；而第八二四第一項規定共有物分割依共有人協議方法，此所謂協議係指

共有人全體協商同意而言，與「議決」不同，並不適用多數決原則。倘若協議不成，得依同

條第二項之規定聲請裁判分割，尚無欲分割而不得分割之情事，與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

一項，專為促進都市計劃之執行，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土地之有效利用，而排除民法第八一九

條第二項有關共有物處分之限制者，尚屬有別。因之，本條所定之處分行為於此範圍內，應

為限縮解釋，認共有物之分割不在本條之適用範圍。［氏著，前揭書（註 2），頁一三三。氏
著，前揭書（註 10），頁五七一。］實務上，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七十年度法律座談會

民事類第三十二號提案（司法院第一廳 70 年 9月 4日廳民一字第 0649號函）、司法院 70 年

5月 15日廳民一字第 0373號函研究結論皆與謝氏意見相同。［前者收錄於台灣高等法院歷年

法律座談會彙編編輯委員會編，台灣高等法院歷年法律座談會彙編，七十五年七月，頁六九

三至六九四；司法院第一廳編，前揭書（註 56），頁一０四至一０六。後者收錄於司法院第

一廳編，前揭書（註 56），頁二六八至二七０。］另最高法院七十四年台上字第二五六一號

判例、七十八年台上字第九七八號判決則明白表示，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所稱之處分，不

包括分割行為在內，亦可資參照。 
106 保存行為係以防止共有物滅失、毀損、價格低落等為目的之維持共有物現狀之行為；改良行

為則指不變更共有物性質，而增加共有物經濟價值之行為。［參閱姚瑞光，前揭書（註 2），
頁一二七以下。］故共有土地或建物標示分割及合併難以視為共有物之保存行為或改良行為，

而無法依民法第八二０條第二、三項規定由共有人單獨或以多數決為之。惟亦有認其屬變更

而有本條項多數決之適用者。［參閱謝在全，前揭文（註 2），頁一三四。］然而，變更意涵，

係指超過利用改良程度之行為，通說解為變更共有物之本質或用途，已如前述，共有土地或

建物標示分割及合併能否視為變更行為而有本法條多數決之適用，非全無疑義。 

 34



 

排除其之適用，然自立法以來，為因應共有不動產以多數決處分特殊性之需要，

避免造成他共有人權益受損害之情況，乃漸次發展出獨特的適用範圍，將諸多原

為處分文義所涵蓋之類型，排除於本法條適用範圍之外，與民法第八一九、八二

八條處分意涵相較，適用範圍已更為限縮。至於執行要點第四點肯定共有土地或

建物標示分割及合併有本法條之適用，惟其性質上係屬共有物之管理行為，雖有

便利地籍管理功能亦未損及他共有人權益，衡諸本法條究為民法第八一九、八二

八條之特別規定，且本法條之立法亦非以行為之輕重衡量，係專為促進土地利用

等公益目的，故應認其無本法條之適用，使本法條所稱處分，不致逾民法第八一

九、八二八條所指處分意義之範圍，更為妥適。 

 

此外，共有土地出租及共有型態變更有無本法條適用問題，更是學說及實

務中履生爭執者，由於此等問題涉及複雜，以下分節嘗試加以釐清。 

 

 

第二節 共有土地出租有無本法條之適用 

 

壹、租賃之特殊性 

 

租賃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以物租與他方使用收益，他方支付租金之契

約。(民法第四二一條參照)可知租賃係以物之使用收益為權利內容，並須占有標

的物之有償雙務契約107。其本質上係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間的債權行為，使「出租

人」負有以物供承租人使用收益的「負擔」，並不涉及「物」的「處分」，縱使

出租人非所有人而無處分權，契約仍然可以生效108。 

                                                 
107 邱聰智，債法各論（上冊），八十三年初版，自版，頁三三０至三三一。 
108 蘇永欽，關於租賃權物權效力的幾個問題－從民法第四二五條的修正談起，律師雜誌，第二

四一期，八十八年十月，頁二三至五。王澤鑑亦以，出租他人之物，其租賃契約之生效所以

不因出租人無所有權而受影響，乃是因租賃契約係負擔行為，而民法第一一八條第一項所稱

之處分並不包括負擔行為在內。其更進一步認為，在出租他人之物之情形，出租人交付租賃

物於承租人，乃事實行為，不涉及無權處分。氏著，出租他人之物、負擔行為與無權處分，

收錄於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五），八十七年九月，自版，頁一一五；氏著，租售他人

之物、所有人之承認與債之主體的變更，收錄於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五），八十七年

九月，自版，頁一一九、一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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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民法第四二五條第一項規定：「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承租人占有

中，縱將其所有權讓與第三人，其租賃契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第四二

六條規定：「出租人就租賃物設定物權，致妨礙承租人之使用收益者，準用第四

百二十五條之規定。」明定「讓與不破租賃原則109」，學說上認為，此原則使租

賃具有類似於物權之「追及力」110，通說則以租賃權物權化（債權物權化）稱之
111，旨在表明租賃權係屬債權，而非物權，但具有物權之對抗力，使承租人對於

取得租賃物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之人，亦得主張租賃契約之繼續存在112。因此，於

成立租賃關係後，即直接造成該所有權的負擔，而不僅是契約雙方當事人的負

擔，使租賃契約於訂立時即發生類似處分的結果，被學者認定為「負擔行為而有

一定類似處分的效力」113。尤其，針對長期租賃，更有學者認為具有處分行為之

性質114。而另一方面，由於承租人占有租賃物後，取得使用收益租賃物之權利，

租賃權與用益物權之內容，因而相當雷同，均係針對物而為使用收益，與用益物

權有相當的類似性115，有學者進而稱其具有「類如物權而殊於債權之現象」116。 

 

貳、學說與實務見解 

                                                 
109 此係民法為保護承租人之利益，採德國民法之成規，認租賃物所有權之轉讓，不影響於租賃

契約，即所謂「買賣不破租賃」。［梅仲協，前揭書（註 10），頁二七八。］惟蘇永欽認為「買
賣不破租賃」此一早期用語顯然不當，各國民法相關規定的重點，都在於所有權讓與或物權

設定對租賃關係的衝擊，故德國學說現在多以「讓與不破租賃」相稱。［氏著，前揭文（註

108），頁二八，註一。］王澤鑑亦認為，所謂「買賣不破租賃」，未臻精確，宜稱為「所有權

之讓與不破租賃」。［氏著，買賣不破租賃：民法第四二五條規定之適用、準用及類推適用，

收錄於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六），八十七年九月，自版，頁二０四。］ 
110 黃茂榮，中止占有與買賣不破租賃原則，民商法判解評釋（第二冊），七十年五月初版，自版，

頁三一六。 
111 邱聰智認為，租賃為債權行為，租賃權為債權，尚無異論，固是事實。但租賃於租賃物交付

後，其債權內容具有物權之性質，學理上乃有租賃物權化之說。［氏著，前揭書（註 107），
頁三三三。］王澤鑑則以，承租人之租賃權猶如存在於租賃物上的物權，受讓人應受其拘束，

故稱為租賃權之物權化。［氏著，基於債之關係占有權的相對性及物權化，收錄於氏著，民法

學說與判例研究（七），八十三年八月四版，自版，頁九二。］ 
112 王澤鑑，前揭文（註 109），頁一九五以下。 
113 蘇永欽，前揭文（註 108），頁二三至二五。此外，邱聰智亦認為，租賃負擔行為有某種程度

之物權性質，恐係事實，此亦租賃負擔行為特性之重心。氏著，前揭書（註 107），頁三二二
至三二三。 

114 邱聰智認為，租賃權為長期存在者，對承租人而言，事實上與所有權人之地位並無多異。於

此情形，所有權云祇是空有虛幻之概念，故宜認為，長期租賃，具有處分行為之性質。參閱

氏著，前揭書（註 107），頁三二二。 
115 論合建房地異主時房屋所有人之基地使用權－民法研究會第二十一次學術研討會，劉春堂教

授發言部分，法學叢刊，第一八二期，九十年四月，頁一０八至一０九。 
116 邱聰智，前揭書（註 107），頁三五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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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共有土地出租是否有本法條多數決之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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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未明文排除出租之適用117，但依明示其一，排除其他之法理，認為

執行要點未將出租共有土地之情形包括在內，應無疑問。再者，最高法院決議及

判決見解，亦將共有物之出租，認為係共有物之管理行為118或利用行為119（為管

理行為之一），無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共有物處分、變更及設定負擔之適用。

至於學者間則有不同見解，多數係持否定見解，以共有物之出租為共有物之管理

行為，非屬民法第八一九條第二項之處分，無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之適用120；

主張肯定說者，另自本法條之立法目的、出租利益衡量之結果、租賃為廣義處分、

租賃之物權化或準物權性質等推論，共有物出租應適用或類推適用土地法第三十

四條第一項之規定121。 

 

參、共有土地出租適用多數決之評析 

 

共有土地出租無法適用本法條多數決規定，將減少得以多數決有效利用土

                                                 
117 內政部曾以 79 年 12月 24日台內地字第 886513號函示，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之處分

不包含租賃。 
118 最高法院七十九年度第二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三）、七十一年台上字第四一九九號、第五一八

０號判決、七十二年台上字第五九五號判決、七十五年台上字第一六六號判決、七十六年台

上字第一五七一號判決、八十二年台上字第六六０號判決、八十二年台上字第二八九五號判

決、八十七年台上字第三九０號判決參照。 
119 最高法院八十四年台上字第二一六四號判決參照。 
120 王澤鑑，前揭書（註 22），頁三五四；謝在全，共有物管理，蘇永欽主編，民法物權實例問

題分析，九十一年一月初版，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頁一三六。特別要指出的是，蘇永欽

認為，出租雖為債權行為，但因涉及共有物管理的問題，依民法第八二０條第一項，須經全

體共有人的同意。處分概念不及於出租，可能對不動產的租賃交易構成妨礙，進而認為出租

共有不動產可以「類推」適用改良行為，以達到活絡不動產租賃的政策目的。推論及結論均

異於否定說（通說）之見解。參閱氏著，前揭文（註 99），頁四四至四八。 
121 謝哲勝，共有土地的出租與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的適用，收錄於氏著，財產法專題

研究，八十四年五月，三民書局，頁一四五至一五六；謝哲勝，共有物的管理與處分，蘇永

欽主編，民法物權實例問題分析，九十一年一月初版，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頁一五０至

一五三。此外，林誌誠主張租賃或貸與他人使用，較處分對他共有人權利之影響程度為輕，

處分既可適用，依舉重以明輕之原則，應認得以適用。［參閱氏著，前揭文（註 100），頁二
九三。］然此見解實誤解本法條之意涵，蓋本法條係以共有物之處分行為為涵蓋範圍，非以

行為之輕重為衡量適用與否之準據，否則民法共有物之管理行為，亦皆得依本法條第一項多

數決規定辦理，與立法目的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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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之機會，使無法合致管理利用土地者，僅可選擇出售其應有部分，倘不願出賣

者，雖得訴請分割共有物，但土地細分結果往往不利於土地之有效利用。反觀共

有土地出租適用多數決之結果，共有人得分享租金收益，不必然害及他共有人權

益。又共有人全體同意管理利用土地實有相當困難性，倘共有土地出租得適用多

數決，將可避免無法合意管理致共有物遭閒置之情形，具有促進土地利用之公益

效果。此外，共有土地出租，為租賃之一，就其性質而言，雖係債權行為，其具

有一定物權效力及物權化傾向，且由於承租人占有共有土地而為使用收益，其內

容與用益物權有相當的類似性，而具有「類如物權而殊於債權之現象」，已如前

述。是以，將共有土地出租排除於本法條適用範圍，不僅有背本法條促進社會經

濟發展及土地有效利用之意旨，亦未考量共有土地租賃之特殊性，似不具妥適性。 

退步言之，縱使固守租賃非處分行為，不在本法條第一項處分意涵之射程

範圍，亦應承認基地租賃之特殊性，應有本法條第一項多數決之適用。蓋自土地

法第一０二條規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應由出租人與承租人於契約訂立後二

個月內，聲請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 地政機關為地上權之登記。」及民法第四二

二之一條規定：「租用基地建築房屋者，承租人於契約成立後，得請求出租人為

地上權之登記。」觀之，基地租賃得為地上權登記，且無一般租賃（本文係指基

地租賃以外之租賃，與民法將租賃分為一般租賃與耕作地租賃不同）期限最高二

十年之限制（民法第四四九條參照），可明顯得知在法規範上基地租賃和一般租

賃有相當之區別。再者，日本實務上認為共有物之租賃契約，租賃期間超過一定

期限者，此項租賃應屬共有物之處分122，我國學者亦有認為長期租賃具有處分行

為之性質者，而由於租用基地建築房屋，涉及房屋耐用年限長以及投入資本高，

租賃期間通常較長，亦符合日本實務及我國學者將長期租賃視為處分行為之見

解。另一方面，租用基地建築房屋者，無論人力、資本之投入皆相對高昂，對社

會經濟發展及土地利用，均有助益。準此以觀，由於基地租賃於法規範上之特殊

性，及其具有處分行為性質之特質，將其納入於本法條適用範圍，不僅未與處分

體系有違，亦合乎本法條促進經濟發展及土地利用之立法目的，兼具適當性及適

法性。 

綜上所述，共有土地出租適用本法條之結果，不必然害及他共有人權益，

他共有人得分享租金收益，且有促進土地利用之公益效果，合乎本法條之立法意

旨。而租賃權不僅內容與物權相當類似，其具有一定物權效力及物權化傾向，更

說明其特殊性，實應肯定其有本法條第一項多數決之適用。另就方法論而言，倘

                                                 
122 惟日本長期間之共有物出租與處分行為同視，係為保護全體共有人利益，倘屬共有物處分行

為之租賃，則需得共有人全體之同意。參閱謝在全，前揭文（註 2），頁一四七至一四八，註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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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共有土地出租為債權行為，雖具有一定物權性，仍難以直接本法條第一項規

定者，因將共有土地以多數決出租與共有不動產以多數決處分具有同一之利益狀

態，本於平等之法理，應可加以類推適用，或以目的性擴張123之法律補充方法，

使共有土地出租包括於本法條之適用範圍內，以貫徹本法條之立法意旨。退步言

之，縱認為租賃係債權行為，不應適用本法條之規定者，亦應肯定基地租賃之特

殊性，應為本法條處分意涵所含括，且將其納入本法條適用範圍亦未與處分體系

有違。至若顧及他共有人權益之衡平，得立法明文肯定於共有土地出租時，他共

有人有優先承租權以資衡平（參照本文第四章第四節）。 

 

 

第三節 公同共有型態變更登記為分別共有是否有本法條
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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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說上有認為由公同共有關係

轉變為分別共有關係，乃屬「權利內容之變更」而為處分行為124，有認為欲辦理

分別共有之繼承登記，乃由公同共有變易為分別共有土地，應屬「共有土地權利

內容變更」125，得依本法條第五項準用第一項規定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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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司法實務上，法

院採「分割行為」之見解127，而共有物之分割並無本法條第一項之適用（本章第

一節參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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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關於補充法律之方法，可參閱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一九九三年七月增訂三版，自

版，頁四三八至四五一。 
124 此乃王澤鑑贊同司法院 70 年 9月 29日廳民一字第 0699號函見解，進而肯定繼承公同共有人

過半數及其應有部分過半數，或公同共有人之應繼分超過三分之二者，得準用本條第一項規

定將公同共有轉變為分別共有。參閱氏著，前揭書（註 22），頁三五二至三五三。 
125 陳河泉，共有土地分割之研究，私立東海大學法律研究所碩士論文，八十四年十二月，頁十

一。 
126 李鴻毅，土地法論，八十八年九月增訂二十四版，自版，頁一五０。 
127 最高法院八十二年台上字第七四八號判決、八十五年台上字第八七二號判決、最高行政法院

八十九年度判字第二九五０號判決。另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八十五年法律座談會民事類

第二十二號提案特別指出，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

方法之一，而分割遺產時並非完全按繼承人之應繼分分割，如許部分繼承人依第三十四條之

一第五項、第一項規定將遺產依應繼分轉換為應有部分，有違民法就遺產分割之計算所設特

別規定，應無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之適用。收錄於司法院民事廳編，民事法律問題研

究彙編（第十輯），八十七年一月，司法院秘書處，頁五七八至五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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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行為」128或「使物權關係發生變更」之行為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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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而持否定見解，亦曾認屬「分割以外之處分行為」131而持

肯定見解；而執行機關之內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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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認其係分割以外之處分行為，

得適用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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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見，認為將公同共有變更登記為分

別共有，為公同共有人終止公同共有之內部關係問題及司法判決認其係分割行為

之見解，參以分割遺產時並非完全按繼承人之應繼分分割，尚有扣除項目之規定

（民法第一一七二、一一七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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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同共有，乃依法律規定或依契約，成一公同關係之數人，基於其公同關

係而共有一物（民法第八二七條第一項參照）。各共有人為共同目的而結合所形

成之關係，即為公同關係。由於公同關係存續中，各公同共有人不得請求分割共

有物（民法第八二九條），但若為遺產，則例外得隨時請求分割（民法第一一六

四條）132。因而，欲分割公同共有物，須先終止公同關係，繼承之遺產，則於請

求分割時，公同關係自亦終止133。惟公同關係之終止，學說上見解134認為，僅在

解除公同共有之不分可性，公同共有，仍須經分割共有物之程序，於分割完結後，

公同共有方轉變成為分別共有或單獨所有，至於公同共有物之分割方法則適用共

有物分割之規定（民法第八三０條第二項）。此外，公同關係之終止，並非公同

共有物之處分，而為其他權利之行使，須以共有人全體同意為必要。另由於分割

無本法條第一項多數決之適用，亦須經全體共有人同意或訴請法院為之。 

                                                 
128 例如司法院 70 年 9月 29日廳民一字第 0669號函。［收錄於司法院民事廳編，前揭書（註 127），
頁五八三。］司法院 79 年 6月 20日秘台廳（一）字第 1680號函。［收錄於民事法令釋示彙

編 ，八十三年六月版，頁一八三。］ 
129 七十一年三月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一期研究意見，收錄於陳忠五，民法，九十年十二月

三版，學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頁九三六。 
130 如法務部 77 年 10 月 27 日法律字第 18488 號函、79 年 8 月 13 日法律字第 11705 號函、83

年 4月 22日法律字第 8026號函。 
131 法務部 77 年 9月 15日法參字第 13511號函、85 年 4月 16日 85 年度法律決字第 8858號函。。 
132 本條所謂得隨時請求分割，係以遺產為一體，整個的訴請分割，惟若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

例外亦可就特定財產為分割。最高法院八十八年台上字第二八三七號判決參照。 
133 李肇偉，前揭書（註 2），頁二三八。 
134 李光夏，前揭書（註 8），頁一二六至一二七；李肇偉，前揭書（註 2），頁二三九；史尚寬，
前揭書（註 2），頁一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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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公同共有土地變更登記為分別共有，為消滅公同共有關係原因之一，惟

不僅在廢止公同關係，並且將物之共有型態轉變成為分別共有物，公同關係之廢

止，除繼承之遺產外，應由共有人全體合意終止。另因公同關係終止後，公同共

有物仍須經分割之程序，於分割完結後，公同共有物方轉變成為分別共有物，是

以，將物之共有型態轉變成為分別共有物應屬分割公同共有物之行為，惟由於公

同共有土地變更登記為分別共有，除公同共有物之分割行為外，尚且涉及公同關

係之消滅，因此，不得逕由共有人之一人或數人依共有物分割之方法訴請法院為

之，但若於公同共有人全體合意終止公同關係後，即得就各個公同共有物訴請裁

判分割135。 

據上所述，將公同共有土地變更登記為分別共有，應非僅為公同共有人終

止公同共有之內部關係問題或共有土地權利內容之變更而已，不僅包括公同關係

之終止，且涉及分割之處分行為，因此，本文以為，雖上述「權利內容之變更」

而為處分行為、「使物權關係發生變更」之行為等見解皆有所本136，但應以法院

判決採「分割行為」之見解，認其無本條項多數決之適用，更值贊同。 

 

 

第四節 共有不動產處分之承受對象 

 

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處分共有不動產時，承受人可否為共有人之

一人或數人，實務見解有不一致之情況，至於學說上則持肯定見解，而應以何者

為妥適？再者，由於買賣須有出賣人與買受人兩個主體，並因雙方意思表示一致

而成立買賣契約（民法第三四五條）。最高法院八十年台抗字第一四三號判例認

為，強制執行之拍賣，為買賣之一種，買賣須有出賣人與買受人兩個主體及雙方

之意思表示合意，債務人若於其不動產被拍賣時參加投標，將同時兼具出賣人與

買受人之地位，與買賣要件不符，故債務人不得參與應買。而變價分割拍賣共有

物時，共有人是否亦不得參與應買？此與共有不動產出賣由共有人承受之場合，

能否作相同解釋？爰此，本節將自學說與實務關於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處分共有

不動產時，承受人可否為共有人之見解論述起，並及於變價分割拍賣共有物共有

人得否參與應買，最後，檢討各種見解並評析共有不動產處分時之承受人得否為

                                                 
135 可參閱最高法院八十八年台上字第六三八號判決。 
136 物權之變更係指物權之內容、期間、範圍或效力發生變動而言，共有人分割共有物即為物權

內容變更之一種。參閱姚淇清，前揭書（註 2），頁三八四。 

 41



 

共有人。 

 

壹、學說與實務關於承受對象之見解 

 

關於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處分共有不動產時，承受人得否為共有

人（包括自始之承買人及主張優先購買之他共有人），實務見解有不一致之情況，

至於學說上則持肯定之見解，以下分述否定與肯定見解及其理由： 

 

一、採否定見解者有： 

 

（一）法務部 71年 2 月 23 日法律決字第 2147 號函表示，部分共有人處分共

有土地，而由共有人承受之情形，其承受人本身應有部分，並未發生

物權之變動，即該部分實際上未有處分，似係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移

轉，不宜解為「共有土地之處分」，尚不能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

一項規定辦理。 

（二）內政部 80年 3 月 14 日台內地字第 907642 號函以，部分共有人依土地

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處分共有土地時，應先就其應有部分通知他共有人

是否願意優先購買，如他共有人不願購買，自應將共有物全部移轉予

共有人以外之第三人。 

 

二、採肯定見解者為： 

 

（一）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一年判字第二一四號判決針對他共有人主張優先購

買之共有土地出售案，認為：依第一項規定處分全部共有物時，其承

受人，得為共有人之一，或必須為該共有物全體共有人以外之第三人，

法律並未設限制規定。法務部（71）法律決字第 2147 號函釋將土地共

有人，依第一項規定，取得全部共有物之處分權，如其承受人為共有

人之一時，將發生該承受人因承受共有物全部權利，而與其原有部分

權利混同，因此無須另為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情形，誤以為係該承

 42



 

受人之應有部分「實際尚未有處分」，難謂有理由。 

（二）陳立夫：就第一項規定文義，以及其乃為促進土地有效利用之立法目

的以觀，九十一年判字第二一四號判決認為依第一項處分共有物時，

其承受人得為共有人之見解，值得贊同137。 

（三）劉維真：部分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出售全部共有土地時，其目的在便

宜共有土地之處分要件，以保護多數共有人之利益及促進土地之有效

利用，對於承受對象是否須為共有人以外之第三人之限制並無意義，

且對於第一項共有人而言，出售之目的已然達成，則承受人為第三人

或共有人之一，其實並無差別138。 

 

貳、變價分割拍賣共有物共有人得否參與應買 

 

依民法第三四五條規定，買賣須有出賣人與買受人兩個主體，並因雙方意思

表示一致而成立買賣契約，故針對強制執行之拍賣，最高法院八十年台抗字第一

四三號判例認為債務人不得參與應買，因拍賣仍為買賣之一種，債務人若於拍賣

時，再參與投標，則同時兼具出賣人與買受人之地位，與買賣須有出賣人與買受

人兩個主體，因雙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立買賣契約之性質有違。再者，八十年十

二月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十九期研究意見139亦認為，拍賣為買賣之一種，而

買賣必須有買方要約及賣方承諾，兩方意思表示一致始得成立，執行法院決標由

債務人得標，其要約、承諾均歸於一人，與買賣成立要件不合，故拍賣時債務人

為土地之出賣人，不得以應買人之身分參與投標。 

由於前開判例並未就一般金錢債權之債務人或分割共有物變價拍賣之債務

人有所區分，於變價分割拍賣共有物時，共有人若於拍賣時參與應買，因出賣人

之一亦為買受人，亦發生是否有違民法第三四五條規定之要件問題。 

對此，實務上似肯定因變價分割而拍賣共有物時，共有人仍得參與應買，其

理由如下： 

                                                 
137 陳立夫，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若干問題之探討－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一年判字第二一四號判

決評釋，台灣本土法學，第四十三期，九十二年二月，頁二九。 
138 劉維真，共有土地出售與優先購買權問題之研究－兼論介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一年判字第二一

四號判決，2003第一屆土地研究學術研討會，頁八。 
139 收錄於陳忠五主編，前揭書（註 129），頁四八二至四八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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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高法院八十六年台上字第一七三七號判決：分割共有土地之變價分

配，乃係將共有土地予以變價，以所得價金分配於各共有人，此與金錢

債務係由債權人聲請拍賣債務人之土地，將其拍得價金清償債務人之債

務不同，自無禁止土地共有人應買之必要。 

2. 司法院 83年 9 月 13 日廳民二字第 17259 號函140持肯定說，認為：共有

物變價分割之判決，係賦予各共有人有變賣共有物，分配價金予各共有

人之權利，於共有物變賣由第三人取得所有權之前，共有人就共有物之

所有權尚未喪失，共有關係仍未消滅。因之，共有人乃處於相同之地位，

而非處於對立之地位，彼此之間並無債權債務關係存在，與強制執行金

錢債務，財產被拍賣之情形不同。 

 

參、檢討與分析 

 

共有不動產處分時之承受人可否為共有人，實務見解不一，持否定見解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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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肯定見解之最高行政法院則認為，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並未限制承

受人得否為共有人，若承受人為共有人時，因承受共有物之結果，其原應有部分

因而混同，而無須為所有權移轉登記。至於學說上則持肯定見解，陳立夫從法條

文義，以及本法條之立法目的在促進土地有效利用，由共有人承受並不違背本法

條意旨等而贊同判決見解，劉維真之看法亦同。 

除此之外，針對變價分割，拍賣共有物時，共有人得否參與應買，實務見解

所以發生爭執，乃因最高法院八十年台抗字第一四三號判例認為，強制執行之拍

賣，為買賣之一種，買賣須有出賣人與買受人兩個主體及雙方之意思表示合意，

債務人若於其不動產被拍賣時參加投標，將同時兼具出賣人與買受人之地位，與

買賣要件不符，故債務人不得參與應買。本判例指出一極為重要之論點，即承買

人與出賣人不得同一，否則將與買賣須有“買＂與“賣＂雙方意思表示之要件有

違。換言之，不論買賣或拍賣，應有不同的承買人與出賣人，否則將與買賣契約

之成立要件不符。而由於判例案例為一般金錢債務之強制執行，遂引發共有物之

變價分割應否作相同解釋之爭論。惟實務所以肯定共有人得參與應買，係因變價

分割之性質與一般買賣或一般金錢債權之拍賣不同，乃在將共有物變價拍賣，以

                                                 
140 司法院民事廳編，民事法律問題研究彙編（第九輯），八十五年六月，司法院秘書處，頁一四

八至一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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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價金分配各共有人，拍賣時，共有人處於相同之地位，他共有人雖列為債務

人，事實上仍為權利人，彼此之間並無債權債務關係存在，與金錢債務係由債權

人聲請拍賣債務人之土地，將其拍得價金清償債務人之債務不同。 

由是以觀，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出賣共有不動產時，若由共有人承

受，似亦產生上述共有物之變價分割由共有人應買是否違背買賣契約之成立要件

問題，又實務所以肯定共有人得參與應買，係因變價分割之性質與一般買賣或一

般金錢債權之拍賣不同，而共有不動產出賣由共有人承受之場合，能否作相同解

釋，非無疑義。因此，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不動產時，可否由共有人為

承買人，除應判斷本法條之意涵及立法意旨外，尚應判斷承買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如未有物權變動，是否非為共有物之處分？以及承買人若為共有人，是否與買賣

之成立要件有違？ 

對之，基於下列理由，本文亦肯定得以共有人為承買人： 

1. 承買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未有物權變動是否非共有物處分問題 

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所出賣者，本為共有物，不應因承買人為共有人之

一，而變為應有部分之出賣。雖於此時，承買人之應有部分可能不須為物權

之變動，但此為登記實務及稅捐稽徵之考量，不能反推其非共有物之處分。 

此外，前述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一年判字第二一四號判決認為，承受人為

共有人之一時，該承受人因承受共有物全部權利而與其原有部分權利混同，

因此無須另為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按混同者，係一法律事實，謂法律上二

資格同歸於一人，因無併存之必要，而使其一消滅也
141，為債權與物權共同

之消滅原因。混同之類別，學理上範疇較大，我民法規定者較少，依民法規

定之混同情形有三：1.債權與債務同歸一人者，債之關係因混同而消滅（第

三四四條）。2.所有權與他物權歸屬於一人者，其他物權因混同而消滅（第

七六二條）；所有權以外之物權，及以該物權為標的之權利歸屬於一人者，

其權利因混同而消滅（第七六三條）。3.主債務與保證債務同歸於一人者，

保證債務因此消滅142。上開最高行政法院判決之法律事實型態，係共有不動

產處分之承受人亦為共有人，該承受人兼有共有物全部權利與其原有應有部

分之權利，雖非上述民法規定三種情形之一，然而，因該承受人兼有二種無

                                                 
141 關於混同之意涵，學說上見解大體相同，認為混同係不可兼有（不得併存）或無併存必要之

二資格同歸於一人也，參閱黃棟培，前揭書（註 1），頁三三；黃右昌，民法詮解（上冊），
六十六年一月臺一版，臺灣商務印書館，頁一００；史尚寬，前揭書（註 2）頁五一；王澤
鑑，前揭書（註 22），頁一二０；鄭玉波，前揭書（註 2），頁四三；謝在全，前揭書（註 10），
頁一六一。 

142 黃棟培，前揭書（註 1），頁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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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存必要權利之故，其一應因混同而消滅，上開判決見解深值贊同。 

 

2. 本法條之意涵及立法目的 

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處分共有物時，得否由共有人承受，法

文並未設限。又本法條之立法目的係為加速共有不動產之處分，以促進共有

不動產之有效利用，與承受人是否為共有人，或為共有人以外之人，並無關

連。 

 

3. 與買賣要件是否違背問題 

按買賣，須有出賣人與買受人兩個主體，並因雙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立

買賣契約（民法第三四五條），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出賣共有不動產

時，若由共有人承受，由於承買人即為出賣人之一，似有違背買賣契約成立

要件之疑慮。惟按本法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不動產時，所訂立之買賣契約

僅存在於買受人與同意出賣之共有人間，未同意出賣之共有人與承買人之

間，並不發生任何法律關係，亦無買賣關係之存在143，故處分時，未同意出

賣之共有人並無須於契約書及登記申請書上簽名或蓋章（土地登記規則第九

十五條第二項），若涉及爭訟，承買人亦僅以同意出賣之共有人為被告144。 

職是以言，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出賣共有物，由共有人之一人或數人承

買時，若將承受人限定為未同意之共有人（本文按：此係相對於同意之共有

人而言，並非指其主觀上未同意處分行為），由於未同意出賣之共有人與承

買人間並無買賣關係存在，承買之共有人僅立於承買之一方，出賣人則為同

意之共有人，合於買賣須有出賣人與買受人兩個主體及雙方意思表示合意之

要件。亦即，本文以為，共有不動產出賣，而由共有人承受之場合，承買人

須限定為未同意出賣之共有人，易言之，依第一項出賣共有不動產時，計算

同意出賣之共有人人數及其應有部分，不應將承買人計算在內，否則承買人

即同時兼具出賣人之地位，而有違買賣之性質。 

 

                                                 
143 最高法院九十一年台上字第三四八號判決、八十八年台上字第一七０三號判決、八十七年台

上字第八六六號判決、八十一年台上字第一五０一號判決參照。 
144 吳光陸，前揭文（註 91），頁五一；謝在全，前揭文（註 2），頁一三六至一三九；司法院 81

年 10月 13日廳民一字第 16977號函，收錄於司法院民事廳編，民事法律問題研究彙編（第

八輯），八十二年六月，司法院秘書處，頁一一八六至一一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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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承受之共有人與其他共有人並無債權債務關係存在 

強制執行之拍賣，所以禁止債務人參加應買，自最高法院八十年台抗字

第一四三號判例意旨以觀，似尚因債務人另得清償債務，以避免其不動產被

拍賣，而無准其參加投標之必要。共有不動產出賣，而由未同意之共有人承

買之場合，同意之共有人與承買人間並無其他債權債務關係存在，不違背前

開判例意旨。 

 

 

依上所述可知，關於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處分共有不動產時，承

受人得否為共有人（包括自始之承買人及主張優先購買之他共有人），行政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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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決則認為，本法條並未限制承受人得否為共有人，

若承受人為共有人時，因承受共有物之結果，其原應有部分因而混同，而無須為

所有權移轉登記，學者並從法條文義及本法條立法目的而贊同判決見解。此外，

由於一般買賣，承買人不得同時為出賣人；強制執行之拍賣，最高法院亦曾以判

例認為債務人不得參與應買，否則債務人將同時兼具出賣人與買受人之地位，有

違買賣須有出賣人與買受人兩個主體，且因雙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立買賣契約之

性質。另司法實務所以肯定共有物變價分割共有人得參與應買，係因變價分割之

性質與一般買賣或一般金錢債權之拍賣性質不同，他共有人雖列為債務人，事實

上仍權利人，彼此之間並無債權債務關係存在，仍於上開判例意旨範圍加以認定。 

事實上，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所出賣者本為共有物，不因承買人為共

有人而變為應有部分之出賣；且本法條第一項之立法目的在加速共有不動產之處

分，與承受人是否為共有人並無關連，實應肯定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

處分共有不動產時，得以共有人為承受人。另學說或實務肯定共有物出賣承受人

得為共有人者，並未就共有人限定須為同意或未同意之共有人，亦未論及其計算

方式為何。惟本文主張應將承受人限定為未同意之共有人，使承買之共有人僅立

於承買之一方，出賣人則為同意之共有人，以免違反買賣須有出賣人與買受人兩

個主體及雙方意思表示合意之要件，並可避免部分共有人聯合以不相當對價出售

共有物並指定其中一人為承買人情形，有助於他共有人權益之保護。易言之，本

文認為依本法條第一項出賣共有不動產時，計算同意出賣之共有人人數及其應有

部分，不應將承買之共有人人數及應有部分計算在內，否則承買人將同時兼具出

賣人之地位，而違背買賣應具備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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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處分一詞，通說見解分為最廣義、廣義及狹義處分三類，最廣義處分包括法

律上處分及事實上處分，廣義處分指法律上處分，狹義處分則僅指處分行為。民

法第八一九條第二項、第八二八條第二項法文中「處分」之意涵，依學者通說包

括法律上之處分及事實上之處分，為最廣義處分，但不包括負擔行為。至於土地

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處分，雖包括事實上處分及法律上處分，但其內涵為

何？學說或實務見解自立法以來，有相當不一致之情況。例如：抵押權設定之處

分行為，是否應在適用範圍？本文自立法過程中原審查法文為「設定負擔」，改

採列舉方式並變更法文為「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並參照其修

正說明，實係立法者有意排除抵押權之適用，又為避免使共有人與抵押權人間形

成複雜債權債務關係，參以抵押權得就共有人之應有部分設定之，認為應以否定

見解較值採。其次，共有物分割性質上雖為處分行為，但慮及將其納入本法條第

一項適用範圍後，部分共有人即可決定分配位置與面積，不僅影響共有人權益，

且共有物分割結果往往導致土地細分，不利於土地之利用，另由於共有人無法協

議分割尚得訴請法院判決分割，似無礙分割之進行。權衡二者，仍以否定說為宜。 

關於共有土地出租是否有本法條多數決之適用，實務上認其係共有物之管

理行為或利用行為而採否定見解，至於學者間則有不同見解。由於共有土地出租

適用本法條之結果，有促進土地利用之公益效果，合乎本法條之立法意旨，且租

賃權不僅內容與物權相當類似，其具有一定物權效力及物權化傾向，更說明其特

殊性，實應肯定其有本法條第一項多數決之適用。退步言之，縱認為租賃係債權

行為，不應適用本法條之規定者，亦應肯定基地租賃之特殊性，應為本法條處分

意涵所含括，且將其納入本法條適用範圍亦未與處分體系有違。是以，本文以為，

應肯定共有土地出租有本法條第一項多數決之適用，至若堅持其為債權行為，難

以直接適用本法條第一項規定者，應得以類推適用或以目的性擴張之法律補充方

法，將其納入本法條之適用範圍內，以貫徹立法意旨。 

至於將公同共有土地變更登記為分別共有得否適用本條項多數決之規定，

學說上或實務上見解有肯定者亦有否定者，惟現今實務則持否定見解，係內政部

採納司法院秘書長及法務部認為將公同共有變更登記為分別共有，為公同共有人

終止公同共有之內部關係問題之意見，及司法判決認為係分割行為之見解，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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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遺產時並非完全按繼承人之應繼分分割，尚有扣除項目之規定，於八十九年

九月一日以函示否定多數決之適用。本文以為，將公同共有土地變更登記為分別

共有，不僅在廢止公同關係，並且將物之共有型態轉變成為分別共有，公同關係

之廢止應由共有人全體合意，將物之共有型態轉變成為分別共有則屬分割公同共

有物之行為，故將公同共有土地變更登記為分別共有，非僅為公同共有人終止公

同共有之內部關係問題或共有土地權利內容變更而已，除公同關係之終止外，另

涉及分割之處分行為，因此應以法院判決採「分割行為」，認其無本條項多數決

適用之見解，最值贊同。 

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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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所出賣者本為共有物，

不應因承買人為共有人而變為應有部分之出賣；且本法條第一項之立法目的在加

速共有不動產之處分，與承受人是否為共有人並無關連，實應肯定共有不動產處

分得以共有人為承受人。又學說或實務肯定共有物出賣承受人得為共有人者，並

未就共有人限定須為同意或未同意之共有人，亦未論及其計算方式為何，惟本文

主張應將承受人限定為未同意之共有人，使承買之共有人僅立於承買之一方，出

賣人則為同意之共有人，以免違反買賣須有出賣人與買受人兩個主體及雙方意思

表示合意之要件，並可避免部分共有人聯合以不相當對價出售共有物並指定其中

一人為承買人之情形，有助於他共有人權益之保護。亦即，本文認為依第一項出

賣共有不動產時，計算同意出賣之共有人人數及其應有部分，不應將承買人計算

在內，否則承買人將同時兼具出賣人之地位，而違背買賣應具備之要件。 

綜上所述，由於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之立法，旨在排除民法第八一九、

八二八條第二項規定之適用，學說或實務見解自立法以來，為因應共有不動產以

多數決處分之特殊需要，針對民法及本法法文中「處分」意涵不斷加以探討，並

發展出異於通說見解之處分範圍，此如將贈與等無償之處分行為、抵押權設定及

共有物分割（包含將公同共有土地變更登記為分別共有）之處分行為，以目的性

限縮方法排除於適用範圍之外，以避免損及他共有人權益，與民法第八一九、八

二八條處分意涵相較，適用範圍已更為限縮。惟共有土地之出租行為，性質不僅

與物權相當類似，且具有物權化傾向，更有促進土地利用之公益效果，將其納入

本法條適用範圍非必然與處分體系有違，實應例外肯定其有本法條第一項多數決

之適用，較為妥適。至於共有不動產處分之承受人得否為共有人，本條法文並未

加以限制，由共有人承受亦不影響便利共有不動產處分之立法目的，而若限定承

受人為未同意之共有人，即無違買賣之要件，應以肯定見解更值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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