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優先購買權及其衍生之問題 

 

優先購買權者，為特定人依約定或法律規定，於所有人出賣動產或不動產

時，有依同樣條件優先於第三人購買之權利145，亦稱為優先承買權或簡稱為先買

權，屬於一種優先權146。意定優先購買權可由當事人自由約定，而法定優先購買

權則往往有其特殊立法目的之考量。優先購買權之性質，有認為係請求權147者，

有認為係形成權148者，然無論採種性質，他共有人一旦行使優先購買權，必然成

立與原買賣條件相同之契約，出賣人並無拒絕或選擇之權149。 

按民法第八一九條第一項規定：「各共有人，得自由處分150其應有部分。」

惟民國六十四年修正土地法時，增訂第三十四條之一，於其第四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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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他共

有人在共有人以「買賣」為原因，處分共有不動產之應有部分時，得優先購買之

權利。此項優先購買權之行使，須以所有人有效出賣其土地與第三人為前提，倘

若所有人和第三人之買賣契約根本不存在，他共有人即無從行使該權利，但若於

他共有人主張優先購買權後始解除契約，或以他共有人主張優先購買權為契約解

除條件，意在規避優先購買權之行使，均不影響優先購買權已行使之效力151。另

                                                 
145 王澤鑑，優先購買權之法律性質，收錄於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一），八十七年九月，

自版，頁五一八；陳立夫，土地法第一百零四條之基地優先購買權，台灣本土法學，第十八

期，九十年一月。 
146 鄭玉波，論先買權，收錄於氏著，民商法問題研究（一），六十九年三月三版，自版，頁四一

五。 
147 學說上，謝在全偏向請求權說之見解，其認為形成權說之見解，說理簡明有力，固有服人之

處，惟依請求權說之見解，認僅需優先購買人行使優先購買權之意思表示，義務人即有承諾

出賣之義務。對於欲訂立契約之人僅須具備一定要件，相對人在法律上即負有承諾而與之訂

立契約之義務，因之採取請求權說似亦有根據。且實務上雖有謂形成權者，但在處理方式上

卻依請求權說理論架構處理優先購買權之方式。［參閱氏著，前揭書（註 2），頁一０六至一

０七。］至於司法判決上，早期採請求權說，例如最高法院三十一年上字第六七二號、四十

四年台上字第七六號判例。 
148 學說上通說認為優先購買權係形成權。［參閱王澤鑑，前揭文（註 143），頁五一九至五二０；
史尚寬，土地法原論，五十三年七月臺四版，正中書局，頁二０四。］惟謝哲勝認為非單純

僅是形成權，出賣前只有期待權性質，出賣時，優先購買權行使即是形成權。［參閱氏著，土

地共有人和用益權人優先承購權之探討，法令月刊，第四十五卷第十一期，八十三年十一月，

頁二二至二三。］至於司法實務上則多採形成權見解。［最高法院六十七年度第五次民事庭庭

推總會議決議（一）、八十三年台上字第八０二五號判決、八十四年台上字第二一三四號判決、

八十七年台上字第二七七六號判決、八十八年台上字第一八一七號判決。］ 
149 謝在全，前揭文（註 2），頁一０七至一０八。 
150 此「處分」僅指直接使標的物權利發生得喪變更之法律行為，並不及於負擔行為及事實上處

分行為。謝在全，前揭文（註 2），頁一０三。 
151 最高法院八十二年台上字第一八一五號判決、八十四年台上字第二一三四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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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行使，受有「同一（樣）條件」之限制，須接受所有人和第三人所訂立買賣契

約之所有條件。此外，此項優先購買權雖係法定，依通說僅具債權效力，倘所有

人違反規定出賣與第三人且已登記完畢者，他共有人僅得請求賠償損害，不得主

張回復原狀（塗銷登記）及請求以同一條件訂約及辦理登記。 

然而，實務上關於此項優先購買權問題及爭議不斷，在應有部分出賣方面，

例如出賣應有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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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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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共有不動產出賣時，承受人得為共有人（本文第

三章第四節參照），則於此時其他共有人是否應具有優先購買權？此外，由於他

共有人權益在立法過程中雖已再三考量，然自立法以來，他共有人權益仍然經常

受損，因此，本章另欲探討優先購買權衍生問題，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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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針對司法判決、實務資料及相關學術論著，就此等問題加以探討與分析。 

 

 

第一節  本法條第四項優先購買權之立法理由 

 

民國六十四年土地法增訂第三十四條之一之立法過程，並未針對第四項之

立法目的加以說明（本文第二章第二節參照），僅說明係參照海商法第十二條第

一項關於共有船舶應有部分之處分規定而為立法。海商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船舶共有人有出賣其應有部分時，其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儘先承買。」

船舶本質雖為動產，但兼具有不動產性，蓋從經濟價值以言，其價值不比土地

價值為低，亦須投下大量資本。且其雖為動產，仍可設定抵押，並以登記為對

抗要件，更可窺知其不動產性質152，此應為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153及

第四項參照而為立法之理由。惟海商法之船舶共有為特殊共有關係，不同於民

法規定之共有154，應有部分讓與，使舊共有人退出，新共有人加入，雖不致如

                                                 
152 梁宇賢、劉興善、柯澤東、林勳發合著，商事法精論，八十七年一月初版，今日書局有限公

司，頁三三五至三三六。 
153 本法條第一項之立法參照之海商法法文為第十一條：「共有船舶之處分及其他與共有人共同利

益有關之事項，應以共有人過半數並其應有部分之價值合計過半數之同意為之。」 
154 楊仁壽認為，船舶共有乃二人或以上共同集資，就特定船舶共同經營，共享其利並分擔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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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抵押權可能嚴重影響其他共有人權利，惟若漫無限制，或將損害共有人間

之共同利益關係，故使他共有人得儘先承買，以維護其他共有人之利益155。蓋

儘先承買權規定之趣旨，係為防止應有部分落於外人之手，有礙共有人間繼續

船舶之經營也156。至於學說上157及實務上158對於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

之立法理由，則均以此規定係在簡少共有人數，簡化共有關係，俾益於土地利

用及社會經濟。故若共有人主張優先承購，卻另指定非共有人為承受人者，即

與優先購買權為簡化共有關係之立法意旨相違，而非法之所許159。更有學者基

此認為，其立法目的主要係在保護私人利益160。 

 

 

第二節 應有部分之出賣與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 

 

壹、地上權人為承買人時他共有人有無優先購買權 

 

應有部分出賣，而承買人為符合土地法第一０四條優先購買權要件之地上權

人時，他共有人是否仍應享有優先購買權？此問題關涉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與

第一０四條優先購買權之立法目的及效力。關於第一０四條優先購買權之立法目

的及效力，民國六十四年修正土地法時，增訂第二項後段法文：「出賣人未通知

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立買賣契約者，其契約不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該

條修正說明謂：「一、本條規定之承租人優先承購權僅為租賃雙方之權利義務關

係，如出租人違反此項義務，將其基地之所有權賣與他人，並已為權利變更登記

                                                                                                                                            
此種經營方式，與「合夥」不同，究其本質，仍具相當之獨立性，可說是介於共有與合夥之

間。參閱氏著，最新海商法論，八十八年十月，自版，頁八０至八六。 
155 楊榮川，海商法，九十年二月初版，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頁五四。 
156 鄭玉波，前揭文（註 146），頁四二七至四二八。 
157 王澤鑑，共有人優先承購權與基地承租人優先購買權之競合，收錄於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

研究（三），八十七年九月，自版，頁三二０；謝在全，前揭文（註 2），頁一０五；陳立夫，

前揭文（註 137），頁二八。 
158 最高法院七十二年度台抗字第九四號判例、八十年台上字第一三五七號判決、八十年台上字

第二五二九號判決、八十五年台上字第一０五二號判決、八十六年台上字第三一二二號判決、

八十七年台上字第二七七六號判決、八十九年台上字第一一一四號判決、九十年台上字第一

三四一號判決。 
159 最高法院八十五年台上字第一０五二號判決參照。 
160 陳立夫，前揭文（註 137），頁二八。此外，最高法院八十年台上字第二五二九號判決認為三

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旨在簡化共有關係與公益無關，亦可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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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承租人僅能請求賠償損害，不得遽指該項買賣契約為無效，但如買受人尚未

取得該不動產所有權時，承租人之優先承購權即不受其影響，前經最高法院四十

七年台上字第一五二號著成判例。二、惟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第十五條第三項

既已依照憲法第一百四十二條之立法精神規定『出租人如違反前二項規定而與第

三人訂立契約，其契約不得對抗承租人』，則最高法院所為土地法第一百零四條

之判例，似不應以准許請求賠償損害為已足，而應宣判其契約為無效。三、為配

合憲法第一百四十二條及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規定，保護現有基地或房屋所有

權人、地上權人、承租人或其他合法使用人之權益，爰參照司法院之建議，將土

地法第一百零四條修正如上。」161可查知於民國六十四年土地法第一０四條第二

項未修訂前，該條之優先購買權人僅具債權效力162，修正後則具有相對的物權效

力163。其修法理由，學說164及實務165見解認為，其目的在於所有與使用合一，使

法律關係單純化，減少糾紛（例如減少拆屋還地之爭訟），並利於土地之經濟利

用。至於第三十四條之一優先購買權之立法意旨在簡少共有人數，簡化共有關

係，已如前述，而其效力僅係債權性質166，為共有人間權利義務關係，並無對抗

第三人效力，倘違反規定將應有部分出賣，並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他共有人即

                                                 
161 立法院公報，第六十四卷，第五十四期，院會紀錄，頁四二。 
162 另參閱最高法院六十五年台上字第二七０一號判例稱：「土地法第一百零四條第二項已於六十

四年七月二十四日修訂為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立買賣契約者，其契約

不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經此修訂，已使此一優先購買權，在法律上發生準物權之效力。」

及六十七年台上字第四七九號判例認為：「土地法第一百零四條第一項規定：承租人於基地出

賣時，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在六十四年七月二十四日該條文修正前，僅為承租人與

基地所有人間之權利義務關係，即祇發生債之效力。⋯現行法該條文第二項所定出賣人未通

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立買賣契約者，其契約不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為六十四年

七月二十四日修正時所新增，自是厥後該項優先購買權始具物權之效力。」 
163 最高法院六十七年度第五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一）、六十八年台上字第三一四一號判

例、九十二年台上字第三九六號判決。 
164 謝哲勝認為，土地法第一０四條規定使所有權和利用權合一，所有權和利用權合一立刻減少

所有權人和利用權人間交易成本，並提高利用權人生產的誘因，經濟作用立即而顯著，因而

立法者乃賦與物權效力。［參閱氏著，前揭文（註 148），頁二四；氏著，論優先購買權，國

立中正大學法學集刊，第一期，八十七年七月，頁一四八。］此外，鄭玉波認為土地法第一

０四條基地承租人之優先購買權應使其具有物權之效力為妥（因民國六十四年修法前僅債權

效力），因法律所以賦予其優先購買權，乃不願房屋與基地永遠異其所有人，萬一租賃關係消

滅後，釀成拆屋還地之結果，對於社會經濟難免不利也。［參閱氏著，前揭文（註 146），頁
四二二。］ 

165 最高法院六十五年台上字第五三０號判例。 
166 儘管學說上存有不同見解者，如王澤鑑主張，應考慮使他共有人優先承購權具有物權之效力，

以實踐防止土地細分，並兼及消除共有關係之優先承購權之立法目的。蓋所有權之關係為恆

久關係，租賃、地上權或典權之設定，多受有期間之限制，為簡化土地上之物權關係，發揮

土地之用益價值，可明定共有人享有較優先之優先承購權。然如王氏所言，此係為立法論上

之考量。參閱氏著，前揭文（註 157），頁三二三至三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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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主張買賣契約無效，進而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而僅能請求損害賠償167、168。

其理由除因法文未如同法第一０四條第二項設有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

與第三人訂立買賣契約者，其契約不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之明文外169，應有其立

法政策上之考量。此如學說上，謝哲勝認為第三十四條之一所定優先購買權係為

促使土地所有權單一化，但所有權單一化不必然能提高使用效率，因所有權人可

能不使用土地，所以僅賦予債權效力，違反此一規定負債務不履行損害賠償責任

即可170；實務上，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六十四年度法律座談會民事執行類第

五號、第十號提案171及司法院 69年 11 月 3 日廳民一字第 0250 號函172略以：「現

行土地政策之避免土地畸零及所有權分散等，係對農地及空地而言，如地上已由

第三人建有房屋，即無保護基地共有人，使其優先承購他共有人應有部分之必

要。」 

依上所述可知，此二法條規定之優先購買權，其立法政策上之價值判斷，係

以所有權與使用權合一之重要性大於所有權關係之簡化，並在效力上區別為物權

及債權效力之先買權。職是之故，當本法條與第一０四條所定之優先購買權競

合，例如出租、設定地上權或典權之共有基地共有人之一出賣其應有部分，基地

承租人、地上權人或典權人與他基地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競合時173，學者通說、
                                                 
167 最高法院六十五年台上字第八五三號判例、六十五台上字第二一一三號判例、六十六年台上

字第一五三０號判例、六十八年台上字第三一四一號判例、六十九年台上字第二二一四號判

決、七十年台再第二０六號判決、七十年台上字第二０四九號判決、七十六年台上字第二五

三０號判決、七十七年台上字第一六六號判決、八十二年台上字第一三四四號判決、八十六

年台上字第四二０號判決、八十七年台上字第四一七號判決。 
168 行政實務上，執行要點第十點第八款亦認為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之優先購買權屬債權性

質，共有人違反此項義務出賣他人並已登記完畢者，僅得請求損害賠償。 
169 劉春堂自司法判決以觀，認為除有法律明文規定者外，法定優先承購權只發生債之效力。蓋

法定權利並無當然應賦與物權效力之必要，以免妨害交易安全，使第三人遭受不測之損害，

且法律就優先承購權既有明定其具有物權效力者，亦有未設明文規定者，此當係基於立法政

策上之考慮，故兩者之效力應有所軒輊。參閱氏著，論土地共有人之優先承購權（一），法律

評論，第五十卷第五期，七十三年五月，頁十四至十五。 
170 此外，謝氏參照農地重劃條例第五條規定，優先購買權次序以承租人先於共有人，立法理由

亦係為了擴大農場經營規模。第二順位為「現耕」他共有人，復強調現耕，顯示所有權單一

化本身亦無法增加經濟效益。參閱氏著，前揭文（註 148），頁二四；氏著，前揭文（註 164），
頁一四八。 

171 台灣高等法院歷年法律座談會彙編編輯委員會編，前揭書（註 105），頁六九八至七００。 
172 司法院第一廳編，前揭書（註 56），頁二六五至二六七。 
173 最高法院六十八年度第五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三）針對「出租之共有基地共有人之一

出售其應有部分時，基地承租人有無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採肯定說，認為土地法第

一０四條並未限制承租人對於基地必須出賣基地之全部始得主張優先購買，否則，基地共有

人將其應有部分分別或先後出售時，承租人將無法獲得基地所有權，有違土地法第一０四條

之意旨。且承租人此項優先購買權，優先於第三十四條之一他共有人之優先承購權。至於學

說上亦有採肯定見解者。參閱劉春堂，論土地共有人之優先承購權（二），法律評論，第五十

卷第六期，七十三年六月，頁十四；王澤鑑，前揭文（註 157），頁三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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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實務174及行政實務見解175亦以第一０四條地上權人、典權人及承租人之優先

購買權為優先。 

行政實務上，針對設定地上權之共有基地，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出賣

共有土地全部，而承買人為地上權人時，基地之他共有人是否仍有權優先購買，

內政部 87年 9 月 9 日台內地字第 8778266 號函作成肯定釋示。共有人出賣共有

土地全部，他共有人仍有權優先購買，係因行政實務上，執行要點第十點第一款

規定，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土地（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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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理由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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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優先承購權。」進而認定他共有人於部分共有人出賣共有土地全部，他共有

人對於同意出賣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仍有優先購買權。（此函釋是否妥適將另為

文討論）故此雖係共有土地之出賣，基地共有人仍有第四項優先購買權之適用。

惟此函釋與前述此二法條規定之優先購買權，立法政策係以所有權與使用權合一

優先於所有權關係之簡化，似有矛盾之處。茲將內政部該函釋內容176歸納如下： 

1. 就共有人間權益均衡觀點：依第一項多數決設定地上權時，他共有

人並無優先設定之權利，對他共有人權益之均衡，顯有立法上之缺

                                                 
174 最高法院九十二年台上字第三九六號判決；另司法院 69 年 11月 3日廳民一字第 0250號函從
二法條之立法目的、效力及當時土地政策分析，認為：「土地法第一０四條第一項所規定之優

先承買權，其立法理由在於避免土地所有與利用分離，違反條項規定者，依同條第二項之規

定，其買賣契約不得對抗優先承買權人；而同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所規定之他共有人優

先承買權，僅係共有人間權利義務關係，並無對抗第三人之效力，足見前者之效力遠較之後

者強大；且現行土地政策之避免土地畸零及所有權分散等，係對農地及空地而言，如地上已

由第三人建有房屋，即無保護基地共有人，使其優先承購他共有權人應有部分之必要，故應

認土地法第一０四條第一項之優先承買權，較共有人之優先承買權優先，方合立法本旨。」

司法院第一廳編，前揭書（註 56），頁二六五至二六七。 
175 執行要點第十點第六款。 
176 內政部 87 年 9月 9日台內地字第 8778266號函內容如下：「查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行要

點第十點第一款規定：共有土地之共有人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出售共有土地時，應先就

其應有部分通知他共有人是否願意優先購買，此係為平衡共有土地共有人間之權益所為之規

定。本案共有土地之地上權係由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所為之設定，現部分共

有人擬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再出售共有土地予地上權人。鑒於前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

一為地上權設定時，少數他共有人並未有優先設定之權利，對他共有人權益之均衡，顯有立

法上之缺失，且探究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之立法意旨係為促進共有土地之合理利用，並非

以損害少數共有人權益為目的，其為兼顧共有人間權益之均衡，乃設優先購買權之規定，又

本案如由共有人優先購買取得全部所有權，該地上權人已取得之地上權仍存在於該土地上，

尚不因土地所有權人之不同而受影響。復基於本案土地前後辦理地上權設定及出售均係依土

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所為之設定及處分，自應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之立法意旨優先

探究其共有人間權益之均衡，故本案共有土地雖已設定地上權，於部分共有人依上開規定再

行出售其共有土地時，應先就其應有部分通知他共有人是否願意優先購買，如有爭執，再循

司法途徑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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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且本法條之立法意旨並非以損害少數共有人權益為目的，為兼

顧共有人間權益之均衡，乃設有優先購買權之規定，執行要點第十

點第一款亦係為平衡共有土地共有人間之權益所為之規定。 

2. 地上權人權益不因而受影響：若由共有人優先購買取得全部所有

權，該地上權人已取得之地上權仍存在於該土地上，不因所有權人

不同而受影響。 

3. 結論：故本案共有土地雖已設定地上權，於部分共有人依第一項規

定再行出售共有土地時，應先就其應有部分通知他共有人是否願意

優先購買，如有爭執，再循司法途徑解決。 

 

按執行要點係為執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而訂定，其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或

為平衡土地共有人間權益而為規定，但本法條第四項優先購買權之訂定，自立法

過程觀之，並非為兼顧共有人間權益之均衡，而係為簡化共有關係，並促進土地

利用，函釋認為本法條為兼顧共有人間權益之均衡，乃設優先購買權之規定，顯

有誤解。此外，函釋認為地上權人之權益並不因所有權人不同而受影響，但依第

一０四條規定，其為具有物權效力之優先購買權人，在一般情形下並可優先於他

共有人購買共有土地，其權益是否未受損，亦容有質疑。 

而須檢討的是，由他基地共有人優先承買之結果，雖可簡化基地共有關係，

惟基地之所有及利用關係仍然分離，基地及地上房屋之權屬各異，與由地上權人

直接承受，不僅所有權及利用權合一，符合第一０四條立法精神，且共有基地之

出售，由地上權人承買之結果，亦可達成簡化共有關係之目的。是故，基於此二

法條立法政策上用益合一重要性之價值判斷，似應認為設定地上權之共有基地，

部分共有人出賣共有土地全部或應有部分，承買人為符合第一０四條優先購買權

要件之地上權人時，他基地共有人即不得再行主張優先購買權。 

再者，司法實務上亦認為，若拍定人為符合土地法第一０四條規定之優先購

買權人，他共有人即無依本法條第四項規定請求優先購買之餘地，此如六十九年

台上字第一八一五號判決以拍定人不符土地法第一０四條優先購買權要件，認為

他共有人仍有優先購買權，自反面解釋，該判決似認為倘若拍定人為第一０四條

所定之優先購買權人時，他共有人即無優先購買權。另司法院 74年 3 月 4 日廳

民一字第 135 號函177認為，地上權人本可主張第一０四條優先購買權之對世效

                                                 
177 司法院第一廳編，民事法律問題研究彙編（第四輯），七十八年六月再版，司法週刊雜誌社，

頁一三三至一三七。 

 56



 

力，不應因其為拍定人反而不得主張，可資參照。換言之，不應因地上權人為承

買人，即因而喪失其原可主張之先買權。 

更何況，若在此情形下認定地上權人無優先購買權，地上權人當可不予購

買，改由出賣人另與第三人訂定買賣契約後，方以地上權人身分主張優先購買，

此時並可優先於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縱於登記完畢後，仍可訴請塗銷登記，

函釋將變相鼓勵以迂迴方式達地上權人優先購買之目的，並增加處分程序及社會

成本。 

內政部本函釋主要考量點在於他共有人權益之保障，蓋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

第一項以多數決方式設定地上權時，他共有人並無優先設定之權利，其權利已可

能受損，嗣後再行依第一項多數決出賣於地上權人，如以低價方式，他共有人復

無反對權利，第二項及第三項亦僅為程序規定，對於低價出賣並無實質保障效

果，故肯定他共有人得優先購買，以保障他共有人之權益，實可謂用心良苦。然

如上所述，地上權人仍可採迂迴方式優先於他共有人購買，函釋效果有限，且與

立法政策以用益合一優先於所有權關係之簡化，亦有未合，又，若欲達保障他共

有人權益之目的，宜採更為妥適之方式，例如以法明文賦予他共有人優先設定地

上權之權利等，更不宜以有爭執再循司法解決為妥適方式。職是之故，本文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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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共有人即

不得依本法條第四項規定主張優先購買；或認為，他共有人雖仍得行使其優先購

買權，但以地上權人之優先購買權較為優先。而若承受人為基地承租人或典權人

時，亦應作相同解釋。 

此外，設定地上權、典權或出租之共有基地，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而承

受人為共有人之一人或數人時，雖他共有人應無權優先購買178，若基地之地上權

人、典權人或承租人主張優先購買時，基於相同理由，則應肯定其得優先購買。 

 

貳、合併出賣與優先購買權之行使條件 

 

本法條第四項規定，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此同

一價格179，學說或實務認為係指同一（樣）條件180，但多未針對同一條件之內涵

                                                 
178 最高法院七十二年台抗字第九四號判例參照。 
179 謝哲勝認為，所謂同一條件，係指和願買之第三人同一條件；在買賣情形，同一條件大多指
同一價格，因此，優先承購買權人須以願買之第三人之出價為承購價格。氏著，前揭文（註

164），頁一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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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加敘述。實務上，最高法院八十六年台上字第三一二二號判決謂：「出賣之共

有人與他人所訂契約或他人承諾之一切條件，優先承購權人必須均表示接受，始

有合法行使優先承購權可言。倘有部分不接受或擅加予變更買賣條件時，即非合

法行使優先承購權。」認為優先購買權之行使條件，包括買賣契約所有條件181。

換言之，他共有人主張優先承購時，應接受包括買賣價金、簽約及付款與點交條

件（八十五年台上字第七九三號判決、八十六年台上字第七九二號判決、八十六

年台上字第三一二二號判決）、增值稅由買受人負擔之特約（八十二年台上字第

六三一號判決）等事項。至於實務上經常發生之爭議問題為，同樣條件是否包括

買賣（含拍賣）契約所有標的？例如合併出賣（含拍賣）數不動產時，他共有人

是否應全部購買，或得僅選擇購買一部？於共有人僅對出賣標的之一部有優先購

買權或對全部之標的皆有優先購買權，是否應有所差別？ 

對此，實務見解不一。最高法院八十八年台上字第二一二六號判決認為合併

出賣土地及共有房屋，雖他共有人僅就系爭房屋有優先購買權（且他共有人以經

濟能力為由，僅願優先承買房屋），共有人乃就土地及房屋合併出售，他共有人

亦應接受「合併出售」之條件，不得任選土地或建築改良物主張優先承購。反之，

九十年台上字第六七六號判決認為合併拍賣三筆土地應有部分（本案例各筆土地

共有人不同），共有人可主張就其中一筆土地主張優先承購，且拍定人不得以行

使優先購買權人應全部行使或全不行使優先購買權而認定拍賣為無效；九十一年

台上字第六一三號判決針對法院合併拍賣九筆土地，以他共有人僅為其中三筆土

地之共有人，認定其不得對全部拍賣標的行使優先購買權。當土地之應有部分及

土地上之房屋（非區分所有建物）被法院合併查封拍賣時，土地共有人對拍賣土

地之應有部分有無優先購買權？共有人行使優先購買權時，得否連同房屋一併購

買？應否連同房屋一併購買？能否與應否購買之依據為何？七十二年台上字第

三四三四號判決、司法院 69年 10 月 16 日廳民二字第 0210 號函182、司法院司法

業務研究會第一期座談結論183、司法院 80年 3 月 14 日廳民二字第 0269 號函184、

                                                                                                                                            
180 謝哲勝，前揭文（註 164），頁一五二；謝在全，前揭文（註 2），頁一０五；最高法院六十五

年台上字第八五三號判例、八十二年台上字第一三四四號判決、八十二年台上字第六三二號

判決、八十三年台上字第三０二五號判決、八十六年台上字第一七三七號判決、八十八年台

上字第二一二六號判決、九十年台上字第一三四一號判決。 
181 本判決認為主張變更買賣契約所定條件，即非願以同一買賣條件行使優先購買權，若復未於

接受優先購買通知後十日內，依同一條件合法行使優先購買權，其優先購買權即為消滅，採

嚴格解釋。惟最高法院八十三年台上字第三０二五號判決認為若於主張優先購買權後主張變

更條件，應視其是否就付款條件所為更易之要約，相對而言，採較寬鬆之見解。 
182 司法院第一廳編，前揭書（註 56），頁二六二至二六四。 
183 此外，此會議結論並認為土地共有人因不符土地法第一０四條優先購買權之要件，對於建物

部分無優先承買權。詳見司法院第一廳編，民事法律問題研究彙編（二），司法院周刊雜誌社，

七十八年六月二版，頁四七四至四七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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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年廳民二字第 17267 號函185、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八十四年法律座談會

民執類第三號提案186等針對土地共有人對拍賣土地之應有部分有無優先購買權

部分，皆認為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並未限制共有人於土地應有部分及房屋併同

拍賣時，他共有人對該出賣之土地應有部分無優先購買權，故共有人對於土地有

優先購買權。至該併同拍賣之建物，因未符合第一０四條優先購買權之要件，土

地共有人不得主張優先承買。綜上，除上述最高法院八十八年台上字第二一二六

號判決認為合併出售之條件，優先購買權人應接受之外，其他判決與法律座談會

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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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優先購買權之行使，須以行使時所有人與第三人間有買賣契約之存在為要

件187，出賣人與承買人訂立買賣契約後，優先購買權人行使其優先購買權之結

果，將形成與該買賣契約相同條件之契約，而無須出賣人承諾。因此，在買賣場

合，優先購買權「同一條件」之認定，應視出賣人與第三人所訂立之買賣契約內

容而定，倘若出賣人與第三人所訂立之買賣契約，係就數筆不動產合併出賣，則

承買人須受該條件之拘束，應一併承買，無論他共有人是否就全部不動產均有優

先購買權，均不得僅主張優先購買一部，否則，他共有人行使優先購買權所形成

者，將非與原買賣契約完全相同條件之契約，且造成原單一買賣契約須割裂成數

個買賣契約，不僅與「同一條件」之行使條件有違，並使出賣之共有人於他共有

人行使先買權後可能須面臨承買人解除原訂契約，造成原出賣標的無法全部出

售，出賣共有人之權益將嚴重受損。如是，則前述八十八年台上字第二一二六號

判決認為他共有人應接受「合併出售」之條件，不得任選土地或建物主張優先承

購，見解應值得贊同。 

此外，在拍賣之場合，能否作相同解釋？按拍賣之法律性質，我國實務上係

採私法買賣說，執行法院之拍賣，性質上亦屬買賣之一種，即以債務人為出賣人

（執行法院代替債務人立於出賣人之地位），拍定人為買受人（最高法院四十七

年台上字第一五二號、四十九年台抗字第八三號判例）。是以，拍賣性質既為買

賣之一種，在拍賣場合，優先購買權「同一條件」之認定，理亦應視出賣人與承

買人所訂立之買賣契約而定。然而，此時出賣條件並無法單純地由出賣人及承買

人共同協商訂定，因由執行法院代替債務人立於出賣人地位之結果，執行法院有

權決定如何的拍賣條件，以符合經濟效益並顧及債權人、債務人或應買人權益之

保護，最高法院九十二年台上字第九一二號判決認為法院決定是否合併拍賣三筆

                                                                                                                                            
184 司法院民事廳編，前揭書（註 142），頁一一七九至一一八三。 
185 司法院民事廳編，前揭書（註 140），頁一０三七至一０四０。 
186 司法院民事廳編，前揭書（註 127），頁五七一至五七四。 
187 最高法院六十七年度第五次民事庭庭推總會決議（一）、六十五年台上字第二一一三號判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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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應視土地間是否有相輔相依關係，以及能否達到拍賣目的而定，倘若可獨

立拍賣，即無於拍賣公告中載明合併拍賣之必要，可資參照。亦即，在拍賣場合，

除價金外，出賣條件係由執行法院單方面決定。因此，當法院利益衡量之結果，

認為建物與土地合併拍賣，較符合經濟效益，即有權將拍賣條件訂為「合併拍

賣」，於其合併拍賣土地應有部分及地上房屋時，他共有人應受拍賣條件「合併

拍賣」之拘束，不得僅主張優先購買一部，故土地共有人如主張優先購買，應將

該建物一併承買188。惟若法院執行拍賣時，雖合併拍賣，但拍賣公告載明分別出

價，並已詳盡載明各個不動產優先購買權狀況（例如各不動產共有人是否相同、

共有人人數，或共有情形複雜請參閱地政機關登記簿等），以及優先購買權可能

行使情形（例如優先購買權人得否選擇單一標的主張優先承購），且聲明拍定人

不得以共有人主張優先購買權為契約解除條件，則因此時執行法院已將各個不動

產可分別出售視為出賣條件之一，且應買人已得知拍賣可能蒙受之不確定風險，

其權益應未受有損失，故共有人應可就其所具優先購買權之不動產選擇全部或一

部標的，以行使其優先購買權，但此應屬例外情形，且限於法院已將上述事項明

確表明，使應買人充分知悉時方有適用。 

職是之故，上述最高法院七十二年台上字第三四三四號判決及法律座談會

等，認為土地應有部分及房屋（非區分所有建物）併同拍賣時，他共有人對該出

賣之土地應有部分有優先購買權之見解，雖無疑問，但對該併同拍賣之建物，否

定他共有人得併同優先購買之見解，似有商榷之餘地。實際上，他共有人對建物

能否優先購買，除判斷是否符合第一０四條優先購買權之要件外，尚應視前述之

執行法院公告之拍賣條件而定。若拍賣條件定為「土地應有部分及建物合併拍

賣」，土地共有人行使其優先購買權時即應受該條件之拘束，應一併承買該建物，

並因一併承買而得優先於拍定人承買該建物，此為優先購買權須依「同一條件」

行使之結果，並非因合併拍賣而使土地共有人對該建物產生優先購買權189。至於

九十一年台上字第六一三號判決針對法院合併拍賣九筆土地，以他共有人僅為其

中三筆土地之共有人，認定其不得對全部拍賣標的行使優先購買權，其見解亦非

                                                 
188 至司法院 82 年 6月 15日秘台廳民二字第 8293號函示：「共有人將其共有農地應有部分，連

同其單獨所有之地上農舍一併出賣時，則該農地他共有人，因非農舍之共有人，其優先承買

權應僅止於共有之農地，而不及於地上之農舍。⋯貴部囑轉知各法院嗣後於此情形，應將農

地及農舍拍歸同一人一併取得所有權一節，於法尚無依據。」就前段而言，雖無疑義，但就

後段而言，若執行拍賣法院已將合併拍賣條件列為出賣條件之一，他共有人對於地上農舍可

優先於拍定人而一併承受，雖非基於其優先購買權，乃係受限於優先購買權之行使須以同一

條件，應非於法無據。 
189 且如採土地共有人對建物無優先購買權之見解，拍定人受有不確定之危險，足以影響其應買

意願，而損及債務人。又一併承買，可避免土地及建物權屬不同造成之糾紛，而減少社會成

本。參閱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八十四年法律座談會民執類第三號提案乙說（肯定說）之

見解，收錄於司法院民事廳編，前揭書（註 127），頁五七一至五七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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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義，本案例與上述土地及建物併同拍賣之情況類似，他共有人行使優先購買

權時，應視法院如何決定拍賣條件，倘若法院將拍賣條件定為合併拍賣，他共有

人行使其優先購買權時應受該拍賣條件之拘束，應一併承買全部拍賣標的（九筆

土地），雖他共有人非對全部拍賣標的均有優先購買權，但因一併承買而得優先

於拍定人承買全部拍賣標的，此非土地共有人得否對全部系爭九筆土地主張優先

承買權之問題，而為優先購買權依「同一條件」行使之結果。此外，最高法院九

十年台上字第六七六號判決認為合併拍賣，共有人可主張就其中一筆土地主張優

先承購之見解，亦有疑問。蓋法院於執行本件合併拍賣時，拍賣公告僅載明「共

有人有優先承買權」，並未特別聲明各筆土地共有人不同，亦未載明各個不動產

優先購買權人得否選擇單一標的主張優先承購，復未聲明拍定人不得以共有人主

張優先購買權為契約解除條件，應可認定此拍賣契約為不可分之單一契約，合併

拍賣為契約條件之一，他共有人欲行使其優先承買權時，受有同一條件之拘束，

應一併承買此三筆土地，而無一部行使之可能，因其並無選擇之權利也。故本案

拍定人主張土地共有人對於該三筆土地行使優先承買權，應全部行使或全不行

使，而無一部行使之可能，應值肯定。 

強制他共有人應購買契約之全部標的，或將導致共有人故意以一契約同時出

賣數不動產，使無資力之他共有人無法購買，以規避他共有人行使優先購買權之

疑慮。惟事實上，買賣契約之出賣標的並無法由出賣之共有人單方決定，亦應視

承買人是否有意購買；且他共有人行使優先購買權，雖將增加出賣共有人之處分

程序或成本，但因係按同一條件行使，整體而言對共有人權益並未構成損失，似

無規避他共有人行使優先購買權之必要；誠然，合併出賣或拍賣數不動產可能因

此導致無資力之他共有人無法購買，惟既已肯定其得行使優先購買權，又因其仍

與新承受人繼續土地共有關係，其優先購買權並未被剝奪，仍得於下次共有人出

賣時行使其優先購買權，其權益似未甚受損。 

 

據上所述，本文以為，共有人以一契約出賣數不動產時，他共有人行使其優

先承買權時，因受同一條件之拘束，應購買契約之全部標的，而不得僅選擇購買

一部，無論他共有人僅對出賣標的之一部有優先購買權或對全部之標的皆有優先

購買權，皆不應有所差別。至於拍賣場合，除非執行法院僅為拍賣便利，事實上

乃有意將不動產各別出賣，其拍賣公告特別載明分別出價，並詳盡載明各個不動

產優先購買權狀況，以及優先購買權人得選擇單一標的主張優先承購，另聲明拍

定人不得以共有人主張優先購買權為契約解除條件等，用以保護應買人權益，否

則土地共有人即應受合併拍賣條件（契約條件之一）之拘束，應一併買受合併拍

賣之不動產，而無選擇之權利。惟若因此導致無資力之他共有人無法購買，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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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其得行使優先購買權，又因其仍與新承受人繼續土地共有關係，其優先購買

權並未被剝奪，仍得於下次共有人出賣時行使其優先購買權，其權益似未甚受損。 

 

 

第三節  共有不動產之出賣與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 

 

由於本法條第四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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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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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出賣共有

不動產，他共有人是否有同條第四項優先購買權規定之適用？此外，依第一項規

定出賣共有不動產全部時，承受人得為共有人之一（本文第三章第四節參照），

於由共有人承受之場合，他共有人是否仍有優先購買權？此與共有人出賣應有部

分而由共有人承買之情形，是否應作相同解釋？本文以下乃就承受人是否為共有

人而為區分，探討於各該情形下，他共有人是否應具有優先購買權。 

 

 

壹、承受人為共有人以外第三人之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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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法文明定，而若出賣者為「共有物」時，他共有人是否仍享有優先承買之權？

一般而言，探討共有不動產出賣，及此時他共有人是否具有優先購買權，所指涉

者係以共有人以外之第三人為承受人。而關於此問題，學說及實務上見解迭有爭

論，茲摘述肯定、否定見解及其理由如下： 

 

一、贊成共有物出賣時，應賦予他共有人優先購買權者：此部分又可區分為

得直接適用（或類推適用）第四項規定以及應以法明文規定方為妥適二

種。 

 

（一）贊成直接適用（或類推適用）第四項規定，使他共有人享有優先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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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者，其理由如下： 

1. 有基於保障不同意共有人之權益或平衡共有人之利益者 

王澤鑑認為，自理論言，法律既允許部分共有人得逕出賣共有

物，理應使他共有人享有優先購買權，方足適當平衡當事人之利

益。立法者未設規定，理由何在，固不得而知；部分共有人出賣共

有物，實質上殆係出賣自己之應有部分及他人之應有部分，他共有

人主張承購共有物時，實與購買處分者之應有部分無異。準此以

言，為保護他共有人之利益兼貫徹立法上之價值判斷，應類推適用

土地法第三十四之一第四項之規定，使他共有人亦享有優先承購權
190。 

謝在全認為司法實務見解乃在儘量避免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

一所生以大吃小之後遺症，以保障不同意處分共有人之權益，可謂

用心良苦，或可謂作者亦贊同他共有人應有優先購買權，又因作者

更進一步認為，約定設定地上權、地役權、永佃權與典權之情形，

應作相同解釋，故雖作者未述己見，應可認定其採肯定見解191。 

 

2. 有認為共有物出賣，等同於各個應有部分之集體出賣者 

劉維真則以，共有物所有權為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所組成，因

此共有物所有權全部出售時，也等同於各個應有部分之集體出售。

不同意出售的共有人，在多數共有人依第一項為共有土地全部之出

售時，因其有法定代理權之故，因此即使不同意出售，也須被迫出

售移轉其應有部分。惟其如得行使優先購買權時，實際意義係對出

賣各個應有部分之共有人分別行使優先購買權，在法理上並無不

妥。因此，第一項處分應未排除第四項優先購買權之適用，從而當

部分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出售共有土地全部時，不同意出售之他共

有人應有優先承購之權。另劉氏認為，對少數不同意出售之他共有

人而言，行使優先購買權具有以下優點：一可制衡多數共有人之不

當處分，二可滿足其取得共有物所有權之權利，三可簡化共有關係
192。 

                                                 
190 王澤鑑，前揭文（註 157），頁三二一。 
191 謝在全，前揭文（註 2），頁一四０。 
192 劉維真，前揭文（註 138），頁八至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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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在全另認為，多數共有人因出賣而處分共有物全部時，乃出

賣共有物全部之所有權，此實為各共有人應有部分之總和，易言

之，此等於是出賣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因之，不同意處分之共有

人對同意處分共有人應有部分之出賣，依第四項之規定，亦應解為

有優先購買權193。  

 

3. 有基於代理權說或處分權說而肯定他共有人優先購買權者 

實務上，最高法院七十八年度第十二次民事庭決議（一）、七

十八年台上字第一０一一號判決、七十九年台上字第一四五五號判

決、八十一年台上字第一五六七號判決、八十六年台上字第一七三

七號判決、八十九年台上字第一二五號判決、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一

年判字第二一四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六十五年度法律

座談會民事類第二十二號提案194、司法院 79年 10 月 29 日廳民一

字第 914 號函195、司法院 81年 2 月 27 日廳民一字第 02696 號函196

皆以，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土地之全部，就處分之

共有人而言，僅係處分自己之應有部分，並源於法定代理權或處分

權，對於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代理處分或有權代為處分而已，並

非以此剝奪未同意出賣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利。 

於此尚應一提者，多數實務見解197認為，他共有人優先承購

之權利，僅侷限於針對同意出賣共有人之應有部分，而不及於未同

意者之應有部分，導致他共有人優先承購之結果，可能無法取得共

有物全部所有權。然而，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一年判字第二一四號判

決則以，他共有人優先承買共有土地全部，乃因土地共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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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見解異於以往實務看

法。 

                                                 
193 謝在全，前揭書（註 10），頁五七四。 
194 台灣高等法院歷年法律座談會彙編編輯委員會編，前揭書（註 105），頁七０三至七０四。 
195 司法院第一廳編，前揭書（註 44），頁八九五至八九八。 
196 司法院民事廳編，前揭書（註 144），頁一一七四至一一七七。 
197 最高法院七十八年台上字第一０一一號判決、七十九年台上字第一四五五號判決、八十一年

台上字第一五六七號判決、八十六年台上字第一七三七號判決、八十九年台上字第一二五號

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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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贊成共有物出賣時，應賦予他共有人優先購買權，惟自第四項規定尚

無法推論出他共有人具優先購買權之結果，主張應立法明文規定者，

其理由如下： 

 

1. 著眼於保護不同意共有人之權益或平衡共有人之利益者 

吳光陸主張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物時，他共有人應有優先

購買權，以保護他少數不同意處分共有人之權益。惟就第四項規定，實

難推得此結論。蓋該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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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所處分者係共有物全部，非應有部

分，他共有人如何行使優先承買權？且吳氏批判代理權說或處分權說見

解，認為：「何謂『有權代為處分』？係有處分權？抑或有代理權？如指

有處分權，既已處分少數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則一經處分，少數共有人

已非共有人，如何有優先承買權。如指有代理權，可代理處分，亦同上

開結論。如均非此所指，該代為究屬民法中何一概念？吾人實不得而知。

以優先購買權為保護少數共有人之方法，為吾人所贊同，但在現行法中

找不到根據，實應立法明文規定198。」 

陳郁芬認為，自立法理論言，本法條多數決規定乃為解決共有土地

因共有人之一行方不明或刻意反對取得同意困難，致無法為充分有效之

改良利用，造成國家資源浪費、閒置。故為平衡共有人間之權益，理應

賦予不同意之少數共有人優先購買權，特別是當部分共有人以顯不相當

代價處分共有物時，應修法明訂199。 

陳立夫自本法條第一項及第四項條文文義及立法目的，認為：就法

文文義而言，第一項及第四項二者所規範之客體意涵明確，且其本質不

同，故於條文文義上，尚難謂依同條第一項出賣共有土地之全部時，他

共有人得依同條第四項主張優先購買權，否則將逸出該第四項文義射程

之外。另一方面，第一項規定旨在促進土地之有效利用，並含有促進公

益之色彩；而第四項規定，旨在簡化共有關係，主要在於保護私益，二

條項之立法目的不同。固然他共有人如享有優先購買權時，得防止部分

共有人以顯不相當之對價（低價），任意出賣共有土地，致損害他共有人

                                                 
198 吳光陸，前揭文（註 91），頁四五、四六。 
199 陳郁芬，共有人優先購買權之研究，地政學苑，二十六期，八十一年六月，頁五七至五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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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益；但於法無明文規定之下，如逕謂依同條第四項規定有優先購買

權，則不僅文義牽強，且將使二條項規定之立法目的有所混洧，有時甚

至導致同條第一項之立法目的無法達成。其總結認為，為保障他共有人

之權益，共有土地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出賣時，他共有人對共有土地全

部應享有優先購買權，為其所贊同；固然於方法論上，是可採類推適用

之方法，以填埔現行法之漏洞，惟為杜爭議，仍以修法予以明文規定為

宜200。 

 

 

二、 否定共有物出賣時，他共有人具有優先購買權者 

茲將否定見解之理由摘述如下： 

（一） 認為共有物與共有物之應有部分應有區別者 

內政部 66年 1 月 31 日台內地字第 719535 號函201、67年 7 月 12 日

台內地字第 798224 號函、最高法院七十七年台上字第一四三０號判決、

司法院 76年 9 月 17 日廳民一字第 2820 號函202則以，共有不動產之全部

與應有部分有別，本法條第一項規定係指共有人就其共有不動產之全部

所為之處分，同法條第四項係指共有人就其應有部分所為之處分，二者

迥然不同。共有人依該法條第一項處分共有不動產之全部時，他共有人

即無第四項優先購買權之適用。 

 

（二） 有認為肯定說有違第四項簡化共有關係之立法目的者 

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三期座談結論203認為，共有人出賣其應有

部分時，若他共有人亦已一併出售其應有部分者，如他共有人對共有人

之應有部分優先承購，顯與第四項消滅共有而使法律關係趨於單純之立

法意旨有違，因之，他共有人主張優先承購，應以主張時，其應有部分

尚未出售為前提，否則不得為之。 

                                                 
200 陳立夫，前揭文（註 137），頁三一至三二。 
201 司法院第一廳編，民事法律問題研究彙編（第六輯），七十八年六月再版，司法週刊雜誌社，

頁四三一。 
202 同前註，頁四二三至四二九。 
203 司法院第一廳編，前揭書（註 42），頁六五一至六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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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認為肯定說違背法定代理權意旨者 

前述司法院 76年 9 月 17 日廳民一字第 2820 號函另指出，多數共有

人行使法定代理權，將共有物全部出賣，其效力自不受未同意處分之他

共有人之反對而受影響，如許他共有人優先承購，即與法定代理權之旨

有違，且易使少數擾亂多數，引起不必要的爭執，亦與解決民法第八一

九條第二項困擾之立法本意相背。 

 

三、 本文見解 

 

從上述各種見解觀之，採肯定說之立論基礎，多係基於法定代理權204或處分

權說，其認為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土地之全部，就各該共有人言，僅係

出賣自己之應有部分，並基於法律授權或法定代理權，就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亦得一併處分，並非以此剝奪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肯定說之另一重要論點

為，賦予他共有人優先購買權以保護他共有人之利益或平衡共有人間之權益。另

亦有認為共有物出賣，即為各個應有部分之集體出售者。至於否定他共有人優先

購買權見解者，主要認為第一項及第四項規範客體不同，前者為共有物，後者為

共有物之應有部分，而二項法文之立法目的亦不同，前者為便利共有不動產之處

分，促進土地之有效利用，後者在減化共有關係，又若採肯定他共有人得優先承

購，似違背法定代理權意旨，有時並無法達成第四項簡化共有關係之目的。 

若從共有人間權益之價值判斷，肯定說甚值贊同，尤其在部分共有人欲通謀

以低價出賣共有不動產時，倘若使不同意出賣之共有人得優先購買，對於擬出賣

之共有人將有警示效果，慮及他共有人可能行使優先購買權而不敢輕易為之。然

而，既有肯定說中贊成得直接適用第四項規定，使他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之見

解，實有待商榷之處。由於共有物與共有物之應有部分，有本質上之差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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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條第一項所處分者，乃共有不動產，與依第四項所處分者為共有物

之應有部分，情形截然不同；就二項立法目的言之，第一項在便利共有不動產之

                                                 
204 事實上，法定代理權已漸不為實務所採，例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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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八十一年台上字第一五

０一號判決等認為同意出賣之共有人並非代理未同意出賣之共有人與買受人訂立買賣契約，

而係基於實體法規定而發生處分權，可資參照。學說上亦有主張本法條之處分非法定代理權

者，參閱陳榮隆，前揭文（註 87），頁六六至六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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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立法上有強烈之公益目的，與第四項旨在簡化共有關係，主要在保障私益，

亦有差別。是以，縱使擴張解釋第四項法文文義，似仍無法將第四項優先購買權

規定擴張適用及於共有不動產之出賣，另由於二條項之立法目的不同，共有物出

賣未規定優先購買權是否屬法律漏洞而得以類推適用方法補充，亦非無疑義205。 

此外，多數持肯定見解者認為，共有人基於法定代理權或處分權說，處分自

己之應有部分與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並進一步推論“並非以此剝奪他共有人優

先購買之權利，得對出賣共有土地全部之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優先購買＂，更有疑

問。共有物出賣時，法並未賦予他共有人以優先購買權，則將共有物出賣時，切

割為出賣自己之應有部分與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似尚無疑義，但將他共有人得

優先購買之範圍，限定在同意出賣共有物全部之共有人之應有部分206，即有檢討

之必要。按優先購買權之行使須以「同一條件」，已如前述，在共有物出賣時，

契約標的乃共有不動產全部，價金及給付條件或其他與買賣有關之約定事項，皆

以共有物為標的，與應有部分出賣者截然不同，則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出

賣共有不動產時，出賣通知所載價金及其他條件，皆按共有不動產之全部為之，

於此情形下，他共有人若就同意出賣人之應有部分行使其優先購買權，將導致意

思不一致，買賣契約無法成立之窘境207。又，若在共有不動產全部出賣時認定他

共有人對出賣不動產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有優先購買權，將使得同意出賣之共有人

須為他共有人量身訂造一份原先不存在的應有部分買賣契約，以使他共有人優先

購買，而此契約是否成立，亦有疑問。是故，基於法定代理權或處分權說，認處

分者為自己之應有部分與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並進一步推論“並非以此剝奪他

共有人優先購買之權利，得對出賣共有土地全部之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優先購

買＂，不僅邏輯矛盾且欠周延。 

綜上所述肯定說之缺失，否定說之見解似較值採。然而，在現有法規範體系

之下，他共有人權益並未如立法當時立法者的認知，藉由本法條第二項及第三項

規定即可獲得衡平，例如部分共有人以極低價依第一項出賣共有不動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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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按類推適用乃法律漏洞之填補方法，應以法律不備，而有法律漏洞之存在為前提，而關於法

律漏洞之存否，往往有不同見解，此外，類推事項間尚須具有類似性，方得以類推適用方式

補充。關於法律漏洞之補充方法，可參閱尹章華，論法律漏洞與類推適用之法理結構，收錄

於氏著，民法理論之比較與辨正，八十一年，文笙書局，頁八九以下；王澤鑑，舉重明輕、

衡平原則與類推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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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黃茂榮，前揭書（註 123），頁四三八以下。 
206 執行要點第十點第一款、最高法院七十八年台上字第一０一一號判決、七十九年台上字第一

四五五號判決、八十六年台上字第一七三七號判決、八十九年台上字第一二五號判決。 
207 例如最高法院八十六年台上字第三四三九號判決即以一方就土地全部出賣條件通知，而另一

方主張承買應有部分，價金不同，則應有部分之買賣契約，因未經意思表示一致而未成立。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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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相當困難性208。

誠然，本法條第一項之立法，係為解決共有不動產處分問題，有積極的經濟及政

策作用，但在促進土地利用之同時，立法當時亦慮及他共有人權益之保障，惟自

施行後發生的諸多疏失及爭執實為立法當時立法者所無法預知，因此，當有必要

在部分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不動產時，肯定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藉

以保障他共有人之權益。且應有部分出賣時，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仍然存在，權

利不受影響，而依第一項出賣共有物後，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將歸於消滅，權利

受損嚴重，衡平二者，更應於部分共有人依第一項出賣共有物時，承認他共有人

之優先購買權。其方法或可採王澤鑑大法官所言：類推適用本法條第四項之規

定，使他共有人亦享有優先承購權209，然而仍難免產生上述方法論上之爭議，因

此，實以肯定說中應立法明文規定之主張為更值採210。而於修法後，第一項多數

決規定之法意旨，除為促進土地有效利用之公益目的外，將兼及他共有人權益之

保護。 

另須提及者為，肯定共有不動產出賣時，他共有人有優先購買權，應非如現

行實務通說見解所稱：對出賣共有土地全部之「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有優先購

買權，而應解為：對出賣之「共有土地全部」有優先購買權211，否則上述肯定見

解邏輯矛盾之現象將繼續存在。是以，縱依現行肯定說之見解，將共有物出賣切

割為出賣自己之應有部分與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他共有人優先購買權行使之效

力，應不僅及於同意出賣人之應有部分，尚且包括其他未同意共有人之應有部

分，二者合併成為共有物之全部。 

 

                                                 
208 雖學說及實務上皆肯認低價出賣時，他共有人得請求損害賠償，惟因本項請求權基礎為侵權

行為，其要件不僅須行為不法且須有損害發生，舉證上有相當困難性。此如吳光陸認為：「行

使權利之行為，雖致他人受損害，原則上不為不法，須其主要目的在於損害他人，為權利濫

用，始屬為不法。茲不僅價格是否相當，難有客觀標準，且此價金係由共有人依應有部分分

配，為處分行為之多數共有人亦不例外，其低價出售實難認主要目的在損害他人。」參閱氏

著，前揭文（註 91），頁四五。 
209 王澤鑑，前揭文（註 157），頁三二一。 
210 學說上主張應修法明文規定者已如前述，惟陳立夫並研提修法建議為：諸如於現行土地法第

三十四條之一第三項之後，增列「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築改良物時，他共

有人得以同一條件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至於現行同條第四項之規定，因其立法目的與第

一項有別，故以單獨移列另一條次，予以規定為宜。參閱氏著，前揭文（註 137），頁三一至
三二。 

211 針對實務見解認為，共有不動產出賣，他共有人對於同意出賣共有土地全部之共有人之應有

部分，有優先購買權之見解，及執行執行要點第十點第一款規定應先在程序上通知他共有人

是否願意優先應買其應有部分之缺失與適法性，學者陳立夫有極為詳盡與精闢之分析，參閱

氏著，前揭文（註 137），頁三二至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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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承受人為共有人之場合 

 

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出賣共有不動產全部，未同意出賣之他共有人仍

有優先購買權，已如前述。而共有不動產出賣之承受人得為共有人之一人或數

人，亦已論及。惟共有不動產出賣，由共有人承受之情形，倘另有其他不同意出

賣之共有人，於此時，其他不同意之共有人是否仍有優先購買權？此情形與共有

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承買人為共有人之一時，能否作相同之解釋？應有探究之餘

地。 

 

一、共有人互買應有部分與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 

 

共有人優先購買權之順序，本法條並未規定，立法過程亦未提及。於共有人

出賣其應有部分時，若數共有人均主張優先承買時，應由何人承購？由出賣之共

有人決定？依他共有人主張優先購買之先後順序？抑或由共有人共同承購？對

之，學說上主張應依應有部分比例共同購買為原則212；至於司法實務上，臺灣高

等法院暨所屬法院六十四年度法律座談會民事執行類第四號、第八號提案亦採依

持分比例共同承購之見解213；另於行政實務上，內政部七十七年修正發布之執行

要點第十點第十款214原規定出賣人有權決定由何人承購，如承購人為他共有人之

一或數人，即屬適法，迨九十一年八月二十八日內政部修正執行要點改按各主張

優先購買權人之應有部分比率共同購買215，學說及實務見解至此趨於一致。 

然而，若承買人（含強制執行法上拍賣之買受人）為共有人之一人或數人，

他共有人是否仍得按其應有部分比例與承受人一同購買？實務上，臺灣高等法院

暨所屬法院六十八年度法律座談會民事執行類第十六號提案、司法院 78年 3 月

16 日廳民二字第 264 號函216、司法院 76年 7 月 9 日廳民二字第 2489 號函217、

                                                 
212 謝在全，前揭文（註 2），頁一０四；陳郁芬，前揭文（註 199），頁五二。 
213 司法院第一廳編，民事法律問題研究彙編（七），八十年七月，司法週刊雜誌社，頁八八八至

八九一。 
214 77 年 8月 18日內政部台內地字第 621767號函增訂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行要點第十點第

十款。 
215 其修正說明謂：「基於優先購買權之性質屬形成權，以意思表示向出賣應有部分之共有人為

之，即生效力，故對於聲明優先購買之共有人，應依其應有部分之比率共同優先承買。」參

閱 91 年 8月 28日內政部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5070號令。 
216 司法院第一廳編，前揭書（註 213），頁八八五至八八七、八九二至八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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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七十二年台抗字第九四號判例、八十三年台上字第一七一三號判決、九

十年台上字第一三四一號判決、九十年台上字第一三四一號判決、九十一年台抗

字第六一三號判決等皆認為承受人為共有人時，其他共有人即不得再行主張優先

購買，蓋以本條項規定之立法精神，在減少或限制共有人數，簡化共有關係，於

承受人為共有人時，即已達到本條項之立法目的，其他共有人不得再行主張優先

承購，另學說上亦持否定他共有人具有優先購買權之見解218。吾人以為，若採其

他共有人於承受人為共有人時仍有優先購買權之見解，不僅增加通知出賣之共有

人及執行法院為執行優先購買權之程序與成本，且使原出賣人與承買人間之買賣

契約因他共有人可能行使優先購買權而處於不確定狀態，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

既無損他共有人之權益，且由共有人之一承受已符合本條項減少共有人數、簡化

共有關係之立法目的，應採否定見解為宜。 

 

二、共有不動產出賣承受人為共有人與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 

 

據上所述，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而由共有人承受時，學說及實務見解

皆否定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其理由為立法目的之考量，蓋由共有人為承買

人，即已達到本條項減少共有人數及簡化共有關係之立法目的。惟於共有不動

產出賣，而承受人為共有人之情形，能否作相同之解釋？按部分共有人依本法

條第一項出賣共有不動產時，通說見解所以肯定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係為

保障不同意出賣共有人之權益，藉由賦予他共有人優先購買權之手段，避免部

分共有人以低價出賣共有不動產，進而有損及他共有人權益之情況。準此，其

與應有部分出賣時，他共有人有優先購買權之目的已不相同，應可推知共有人

互買應有部分，他共有人無優先購買權之見解，不必然可以適用於共有不動產

出賣，由共有人承受之場合。事實上，共有不動產出賣，由共有人承受之場合，

更可能發生部分共有人聯合以顯不相當對價出賣共有物，並指定其中一共有人

為承買人之情形，若於此時否定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反將造成他共有人權

益更加受損，立法上共有人間權益衡平之價值判斷，將蕩然無存。職是之故，

於共有不動產出賣，而由共有人之一人或數人承買之場合，應肯定他共有人之

優先購買權。至其優先購買之部分，因此時承買之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並不因

其為承買人即不得行使，故其餘共有人主張優先購買權時，應按其與承買人之

                                                                                                                                            
217 司法院第一廳編，前揭書（註 201），頁四四０至四四五。 
218 王澤鑑並認為此為法學方法上之目的性限縮。氏著，前揭書（註 22），頁三三六。另參閱劉

春堂，前揭文（註 173），頁十三；林誌誠，前揭文（註 100），頁三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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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部分比例共同購買，以貫徹立法上共有人間權益衡平之價值判斷。 

 

 

第四節 地上權設定行為等應否賦予優先權之探討 

 

優先「購買」權，又稱為優先「承買」權、優先「承購」權或簡稱為先「買」

權，依學者定義，有為：特定人依約定或法律規定，於所有人（義務人）「出賣」

動產或不動產時，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利219；有為：權利人於標的物

之所有權人「出賣」其所有物時，得主張依同樣條件優先於第三人「承買」之權

利220。實務上見解，認其為「買賣」契約訂立請求權221或請求以同樣條件訂立「買

賣」契約之權222。準此以觀，不論自優先「購買」、優先「承買」、優先「承購」

或先「買」之文義，或從學說及實務針對優先購買權之定義以觀，似皆將優先購

買權限定於以「買賣」為原因之行為。至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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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說或實務上

稱之為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屬優先購買權之一種，似亦僅在共有人以「買賣」

為原因，處分其共有不動產之應有部分或依第一項多數決處分共有不動產時，方

有適用之餘地223。另是否包括交換，學說見解不一224，惟民法既規定互易準用關

於買賣之規定（第三九八條），雖事實上欲依同一條件為交換有其困難性，但倘

若他共有人得以同一條件為交換，仍不妨承認他共有人存在優先購買權。 

然而，本法條第四項優先購買權之立法，旨在簡少共有人數及簡化共有關

                                                 
219 王澤鑑，前揭文（註 145），頁五一八。 
220 陳立夫，前揭文（註 145），九十年一月。 
221 最高法院三十一年上字第六七二號判例、四十四年台上字第七六號判例。 
222 最高法院八十九年台上字第一一一四號判決、最高行政法院八十年判字第四二三號判決。 
223 實務上，行政解釋（執行要點第十點）及法院判決（最高行政法院九十年判字第二五二六號

判決認為抵繳遺產稅，無優先購買權之適用；最高法院八十九年台上字第一二五號判決認為

優先購買之權利，僅限於出賣，訂定合建契約不包括在內）亦皆將本法條之優先購買權限定

於出賣行為。  
224 謝在全認為，法文雖僅言及出賣，但於互易之情形，基於互易與買賣本質上甚為接近，民法

上買賣，原則上於互易亦準用之，理論上，他共有人亦可主張優先購買權，但需本於相同之

互易條件。［參閱氏著，前揭文（註 2），頁一０四、一六六。］鄭玉波針對民法第九一九條

典權人之留買權認為，留買權之行使，限於出賣典物之情形，以互易之方法讓與他人，雖屬

有償行為，然若他人之對待給付，非屬代替物者，則典權人亦無法行使留買權，可推知其係

採肯定見解。［參閱氏著，前揭文（註 146），頁四一八。］反之，史尚寬、溫豐文則認為，
若是交換則不得主張優先購買權。［參閱史著，前揭書（註 148），頁二０三至二０四；溫著，
基地承租人之優先承買權，月旦法學雜誌，第七十八期，九十年十一月，頁十至十一。］ 

 72



 

係，法文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優先購買，而學說及實務上

則主張將此優先購買權適用（或類推適用）至共有不動產之出賣行為，其目的已

非單純為簡化共有關係，而係為保障未同意出賣共有人之權益。另按本法條第一

項多數決之規定，除適用於共有不動產之買賣行為外，尚包括地上權、永佃權、

地役權、典權等有償之設定行為，以及交換、抵繳稅款225、共有土地之出租（本

文第三章第二節參照）等行為，而上述行為與共有不動產之出賣相較，是否較無

損於其他未同意處分共有人之權益？ 

按所有權之權能，係對於所有物有使用、收益、處分之權（民法第七六五條），

共有人之所有權，性質與單獨所有權並無差異226，故共有人對其共有物同亦享有

使用、收益及處分權能（民法第八一八條、第八一九條第一項）。地上權、永佃

權、典權之設定，不僅增加物上負擔，雖未致使他共有人喪失所有權，然而，永

佃權為永久使用土地之物權，地上權可為長期或不定期限之設定，典權期限雖不

得逾三十年，但逾期不回贖時，典權人即取得典物所有權，於此，他共有人使用

共有土地之權利實際上已遭剝奪。此外，他共有人對共有土地雖有地租、典價或

佃租之收益權，但係由同意處分之共有人與權利人意思合意，他共有人並無置喙

之餘地。而在處分權方面，由於此等限定物權之設定，往往導致無人承買，他共

有人欲處分其應有部分已有相當困難性。至於將共有土地出租，雖有租賃期限不

得逾二十年之限制規定，但若為基地租賃，則無是項限制（民法第四四九條），

其結果與上述情形大體相同。而若為抵繳稅款，他共有人之所有權亦遭處分。是

以，共有人依第一項多數決方式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典權、將共有土地出租或

將共有土地抵繳稅款，對於他共有人可能造成之損害，並未較買賣行為輕微227。 

                                                 
225 參閱內政部76年6月15日台內地字第511182號函、財政部76年7月31日台財稅第760094455
號函。［各稅法令彙編釋示函令檢索系統，http://www.ttc.gov.tw/search/］ 

226 學說上，曹傑認為，共有者之所有權，在本質上，與通常單獨所有權並無差異，惟因同時他

共有者亦有所有權之故，乃應於一定之分量，使互受限制，其結果不得發揮其完全效力；［參

閱氏著，前揭書（註 2），頁九七至九八。］黃棟培認為，應有部分之分量雖不如所有權之完

全，然其所含成分，則與單獨所有權無殊；［參閱氏著，前揭書（註 1），頁一一六以下。］

姚瑞光認為，應有部分，為各共有人對於共有物所有權之成數，故為抽象而非具體的，其內

容、性質及效力，與所有權並無不同；［參閱氏著，前揭書（註 2），頁一一九。］史尚寬認
為，共有與完全所有權，亦係同種同質，不過範圍有異，是以共有應有部分之性質、效力，

不妨認為與所有權為同一；［參閱見氏著，前揭書（註 2），頁一四一。］謝在全認為應有部
分之處分、設定負擔或所受之保護，與所有權者均相同；［參閱氏著，前揭文（註 2），頁一
０一。］鄭玉波認為，應有部分者乃所有權分量上之一部分，其分量雖不若單獨所有權之大，

但其成分並不比單獨所有權不全，除其行使時不得不受其他共有人應有部分之限制外，餘與

單獨所有權無異。［參閱氏著，前揭書（註 2），頁一一九至一二０。］ 
227 此如吳光陸認為，依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設定地上權後，整筆土地均由地上權人單獨使

用，其他不同意之少數共有人之使用即遭排除，不僅有違共有人對共有物有使用收益之權之

規定（民法第八一八條），亦與憲法第十五條「人民之生存權、工作權及財產權，應予保障。」

之旨有違。參閱氏者，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再商榷，高雄律師會訊，第五卷第四期，八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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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依本法條第一項多數決方式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典權或將共有土地

出租，可能造成取巧者玩弄法律，違背法之正義目的。試舉一例如下：甲、乙、

丙等三人為土地共有人，其應有部分各三分之一，倘若甲乙欲將共有土地全部出

賣於丁時，由於依第一項出賣共有土地時，他共有人丙有優先購買權，甲、乙二

人轉而以設定地上權、典權或租賃方式（若為耕地則以設定永佃權方式），先將

共有土地設定地上權、典權或出租予丁（耕地則設定永佃權），嗣後再行出賣時，

丁即可本其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耕地則為永佃權人）之身分（土地法第

一０四條、一０七條），優先於丙行使其優先購買權。準此，部分共有人不僅得

以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典權或租賃方式，規避他共有人優先購買權之行使，並

連帶導致原為保障他共有人權益而賦予其優先購買權之目的落空。解決之道，則

是肯定他共有人於部分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典權或為共有

土地出租時，有依同一條件優先設定及優先承租之權228。對此，學說上謝在全、

吳光陸及王澤鑑亦持肯定見解229。如是，則不僅可減少依第一項多數決設定物權

或為出租時，致使他共有人權益受損之情況，達成立法上在促進土地利用之同時

兼顧他共有人權益保障之目的，並可避免先以設定物權或出租，嗣後再辦理買

賣，以規避他共有人優先購買權行使之漏洞發生。 

惟法僅明定「出賣」時，他共有人得「優先購買」，解釋上，除交換（互易）

因民法第三九八條明文規定準用買賣外，自難認定共有人設定地上權、永佃權、

典權或為共有土地出租時，他共有人有優先設定或承租之權，故應立法明文肯定

為宜。另參照學者鄭玉波見解，優先權可區分為廣狹二義，狹義僅指優先受償權，

廣義則包括優先承買、優先承典、優先承租，以至於優先通行權在內，優先購買

權性質屬優先權之一種230。準此，優先設定及優先承租權既均為優先權之一種，

如以法明文規定，亦無不合法理之處。 

                                                                                                                                            
九年八月，頁六至九。 

228 另依民法第八五一條規定，地役權係以供役地供需役地便宜之用為內容，他共有人欲以同一

條件設定地役權，實務上存有相當困難性；而地役權之設定，對於他共有人所有權之行使，

較無影響；又賦予他共有人優先設定之權利，含有避免共有人先以設定物權之迂迴方式規避

他共有人行使優先購買權之目的，至地役權並無此因素存在。考量上述因素，本文以為，部

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設定地役權時，似無庸賦予他共有人優先設定地役權之權利。 
229 吳光陸從保障他共有人權益觀點贊成在共有不動產出賣時賦予其優先購買權，並進而認為，

若為其他處分行為者，均可請求依同樣條件優先辦理。［參閱氏著，前揭文（註 91），頁四五。］
至於謝在全則認為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典權及互易行為亦有適用。［參閱氏著，前

揭文（註 2），頁一０四、一四０。］此外，王澤鑑基於最高法院七十八年第十二次民事庭會

議決議認為共有物出賣時他共有人有優先購買權之見解，而認為部分共有人欲依第一項以共

有土地設定地上權時，他共有人亦得主張優先取得設定地上權的權利。［參閱氏著，前揭書（註

22），頁三五二。］ 
230 鄭玉波，前揭文（註 146），頁四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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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若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以共有不動產抵繳稅款（例如遺產稅）時，其性質

為人民履行公法上納稅義務之行為，非私法行為，抵繳不動產價值之計算，與有

償之共有不動產處分行為，容有差異，復因他共有人亦同為納稅義務人，是否存

在本法條第三項對價或補償，仍有疑問，應認定他共有人於抵繳稅款時無優先購

買之權利。 

依上所述，本文以為，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出賣共有不動產或為地上

權、永佃權、典權等有償之設定行為，以及共有土地之出租等行為時，應立法明

文賦予他共有人有依同一條件優先承受之權，俾於促進土地利用之同時，兼顧他

共有人權益保障之立法精神。 

 

第五節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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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賦予他共有人在共有人以「買賣」為原因，處分共有不動

產之應有部分時，得優先購買之權利。然而，實務上關於此項優先購買權之爭議

不斷。在應有部分出賣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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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第四項之立法理由，通說認係在簡少共有人

數，簡化共有關係，僅具債權效力，與土地法第一０四條具物權效力相較，立法

政策之考量係以用益合一優先於所有權關係之簡化。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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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不得再依第四項規定主張優先購買權；或認為，他共有人仍得行使其優先購買

權，但以地上權人之優先購買權為優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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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購買契約之全部標的，而不得僅選擇購買一部，無論他

共有人僅對出賣標的之一部有優先購買權或對全部之標的皆有優先購買權，皆不

應有所差別，蓋他共有人並無選擇之權利也。至於在拍賣場合，除非執行法院僅

為拍賣便利，事實上乃有意將不動產各別出賣，其拍賣公告特別載明分別出價，

並詳盡載明各個不動產優先購買權狀況，以及優先購買權人得選擇單一標的主張

優先承購，另聲明拍定人不得以共有人主張優先購買權為契約解除條件等，以保

護應買人權益，否則土地共有人應受合併拍賣條件（契約條件之一）之拘束，應

一併買受合併拍賣之不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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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有不動產出賣方面，法文為「應有部分」出賣時，他共有人得優先購買，

則在共有不動產出賣時，他共有人是否仍有權優先承購？由於本法條第一項所處

分者乃共有不動產，與依第四項所處分者為共有物之應有部分，情形不同；就二

項法文立法目的言之，第一項在便利共有不動產之處分，立法上有強烈之公益目

的，與第四項旨在簡化共有關係，主要在保障私益，亦有差別，在解釋論上，否

定說之見解似較值採。然而，在現有法規範體系之下，他共有人權益並未如立法

當時立法者所認知，藉由本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即可獲得衡平，自施行後發生

的諸多疏失及爭執亦為立法當時立法者所無法預知，因此，當有必要在部分共有

人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不動產時，肯定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藉以保障他共

有人之權益。其方法雖有主張得類推適用第四項規定者，但仍難免爭論，實以立

法為妥適之方法。此外，共有人出賣應有部分而承受人為共有人之一時，雖學說

及實務皆以其已達簡化共有關係之目的而否定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但在共有

不動產出賣，而承受人為共有人之一人或數人之情形，不宜作相同之解釋。蓋部

分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不動產，通說見解所以肯定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

權，係為保障不同意出賣共有人之權益，其與應有部分出賣時，規定他共有人有

優先購買權之目的並不相同，故共有不動產出賣而承受人為共有人時，其餘共有

人若主張優先購買權，應按其與承買人之應有部分比例共同購買，以貫徹立法上

共有人間權益衡平之價值判斷。 

再者，本法條第四項規定，不論自文義或從學說、實務針對優先購買權之定

義以觀，皆將優先購買權限定於以「買賣」為原因之處分行為。然而，第一項多

數決之規定，除適用於共有不動產之買賣行為外，尚包括地上權、永佃權、典權

等有償之設定行為以及共有土地之出租等行為，此時他共有人之使用、收益及處

分權能已遭剝奪或受限制，與共有不動產之出賣相較，對於他共有人可能造成之

損害，不一定較為輕微。且依第一項多數決方式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典權或將

共有土地出租，可能造成取巧者玩弄法律，先為此等處分行為嗣後再行出賣，此

等行為之權利人即得以物權優先購買權人之身分優先於其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

權，而有違法之正義目的。因此，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出賣共有不動產或

為地上權、永佃權、典權等有償之設定行為以及共有土地之出租等行為時，實有

必要肯定他共有人皆有依同一條件優先承受之權，俾於促進土地利用之同時，兼

顧他共有人權益保障之立法精神。惟法僅明定「出賣」時，他共有人得「優先購

買」，解釋上，自難認定共有人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典權或為共有土地出租時，

他共有人有優先設定或承租之權，故應立法明文肯定為宜。 

依上所述，關於本法條第四項優先購買權之爭議問題，多集中於共有不動產

之處分，由於法文僅規定共有人出賣「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優先購買，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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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依第一項出賣共有不動產，有無第四項之適用問題。對之，雖有認為第一項

與第四項所規範之客體及立法目的皆不同，難以援用者，但因他共有人權益，在

現有法規範體系之下，難以獲得衡平，學說或實務多數主張適用（或類推適用）

第四項規定之方式或以法律明文規定，賦予他共有人優先購買權以保障他共有人

權益並兼顧立法上之價值判斷。惟於此時，肯定他共有人優先購買權之目的，已

與原規定簡少共有人數或簡化共有關係之立法意旨大相逕庭，嗣後探討相關爭議

問題時，即應以其為基準予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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