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共有不動產處分程序之相關法律問題 

 

關於共有不動產之處分程序，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二項及第三項，規

定有通知或公告以及對價給付或補償並代為申請登記等二項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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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為本文所贊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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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是否即為上述出賣共有不動產

時通知他共有人優先購買之程序？抑或為共有不動產出賣以外之其他程序？爰

此，本章將先探討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處分共有不動產之程序，藉以分析前揭執

行要點規定之適法性。再者，既有見解認為未踐行第二項通知或公告之義務，對

於處分之效力並無影響，惟本法條增訂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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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藉由一定手續，保障他共有人權

益，而現行見解能否達成立法上保護他共有人權益之目的？惟如係否定，改進方

法為何？為本章欲接續探討之課題。此外，共有不動產出賣時，解釋上共有人應

踐行優先購買權通知之程序，惟本法條立法過程自始即未考量共有不動產出賣時

之優先購買權，亦未就此有所規範，則優先購買權通知之程序與第二項法文規定

之通知（或公告），應如何配合，亦有探討之必要。最後，另就執行要點第八點

第四款規定：「依本法條規定處分全部共有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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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辦繼承登記。」論述未

辦繼承登記得直接處分，是否有違民法第七五九條：「因繼承、強制執行、公用

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登記前已取得不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不得處分其物權」

之規定。 

 

 

第一節 執行要點第十點第一款規定之適法性 

 

按本法條第一項係規定共有不動產處分應具備之要件，處分程序依法文第二

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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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三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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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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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規定，包括通知或公告以及對價給付或補償並代為申請登記等二項程序。

另共有不動產出賣231時，雖第四項法文僅規定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

共有人得優先購買，但學說及實務多數見解認為，共有「不動產」出賣時應賦予

他共有人優先購買權，以保障未同意出賣共有人之權益（本文第四章第三節參

照），故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物時，解釋上，共有人即負有通知之義務，於程

序上須將其與第三人所訂契約之出賣條件通知他共有人，使他共有人知悉並得以

在期限（十日232）內表示是否有意優先購買。是以，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

規定處分共有不動產之程序，除通知或公告以及對價給付或補償並代為申請登記

等二項程序外，倘為買賣原因而處分共有不動產時，尚包括就出賣條件通知他共

有人是否願意優先購買之程序。 

實務上，執行要點第十點為執行本法條第四項優先購買權，於其第一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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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此規定是否即為前述共有不動產出賣時通知他

共有人優先購買之程序？按共有物出賣時他共有人具有優先購買權之意涵，係指

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出賣共有不動產時，於出賣人（部分共有人）與承買

人成立有效之共有不動產買賣契約後，他共有人得按相同（共有物）買賣條件優

先購買之權而言233。由於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不動產時，同

意處分之共有人與承買人間所訂立之買賣契約，係以共有物全部為標的，有關價

金、給付條件或其他與買賣相關之約定事項亦同；至於執行要點第十點第一款所

規定者，為應有部分之出賣，標的、價金及其他買賣條件則以應有部分為基準而

決定，二者應屬不同。因而，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物時，處分之共有人通知他

共有人之出賣條件以及他共有人行使優先購買權之內容，與前揭執行要點規定所

通知及行使之內容亦有區別。職是之故，執行要點第十點第一款所規定者，即與

前述共有不動產出賣時通知他共有人優先購買之程序，截然有別。 

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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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買賣行為無效或契約不存在，優先購買權即無從發生234。雖學說

上有主張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在理論上應解為於共有關係成立時即行發生較妥
                                                 
231 雖本文第四章第四節建議於部分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為地上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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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他共有人有依同一條件優先承受之權，惟為簡化

論述起見，本章於論述不動產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時，將僅以“出賣”為代表。 
232 該“十日”期間之起算，應從接到通知而非自知悉時起算。最高法院八十八年台上字第二七號

判決。 
233 陳立夫，前揭文（註 137），頁三二至三三。 
234 最高法院六十七年度第五次民事庭庭推總會議決議（一）、六十五年台上字第二一一三號判

例、六十九年台上字第九八九號判決、七十年台上字第一七一０號判決、八十六年台上字第

三四三九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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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235，或認為不應要求所有人與第三人間須有買賣契約存在為要件者236，然由於

優先購買權之行使須以共有人有效出賣為前提，將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解為於共

有關係成立時即行發生，斯時他共有人優先購買之權利亦處於不得行使之狀態，

並無實質意義，又若不要求所有人與第三人間須有買賣契約存在，則他共有人如

何按相同買賣條件行使其優先購買之權利？故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仍以行使時

所有人與第三人間存在買賣契約為必要，並解為有效出賣時，始告發生為宜。準

此以言，由於在共有物出賣程序中，事實上並無應有部分買賣契約存在，應有部

分之優先購買權即無從發生237，前揭執行要點所規定者，即屬共有物出賣時無法

踐履之程序規定。 

據上所述，共有不動產出賣時優先購買權通知與行使之內容，與執行要點第

十點第一款所規定者，顯然不同，則執行要點第十點第一款就共有土地出賣之程

序規定，即屬共有不動產出賣以外之程序，並導致共有人無法直接依第一項規定

處分共有物，而應先就應有部分為出賣，並通知他共有人是否願意優先購買，倘

他共有人有意優先承買，將成為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移轉，若他共有人不願優先

承購，方得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物全部與第三人，不僅混洧共有物與應有部分

處分之程序，並增加法條本文所無之限制，而有違法之虞238。 

事實上，共有不動產出賣時通知他共有人優先購買之程序，應係指部分共有

人與承買人成立共有不動產買賣契約後，將共有物全部為標的之價金、給付條件

或其他與買賣相關之約定事項，通知他共有人，使其知悉並表示是否願意優先購

買，倘若他共有人有意優先購買，其應有部分之權利因混同而無需辦理移轉登

記，惟此仍為共有物之出賣，並不因他共有人優先購買之結果而轉變成為應有部

分之出賣，併予敘明。  

 

 

第二節 違反通知或公告程序之效果 

 
                                                 
235 劉春堂，前揭文（註 169），頁十三至十四。 
236 謝哲勝，前揭文（註 148），頁二二。 
237 陳立夫認為，既為出賣共有土地全部，則事實上並無各共有人擬就其應有部分出售與第三人，

而訂立之買賣契約存在。即他共有人對於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之優先購買權即無從發生，共有

人無法就其應有部分通知他共有人是否願意優先承買。氏著，前揭文（註 137），頁三二至三
三。 

238 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一年判字第二一四號判決。另參閱陳立夫，前揭文（註 137），頁三二至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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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條第二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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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規定通知或公

告為共有不動產處分程序之一，且不因他共有人是否已事先知悉而得以省略239。

惟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處分共有不動產時，依第二項規定雖有通知或公告義務，

但因地政機關無須審查通知或公告之文件，概由同意之共有人於登記申請書備註

欄切結（執行要點第八點第一款），故共有人是否已踐行通知或公告程序以使他

共有人知悉有處分之事實，並無法藉由行政程序給予他共有人實質保障。至於共

有人若違反第二項通知或公告義務，雖司法判決曾有認為未為通知或公告之處分

行為，除非嗣後得該他共有人之同意或追認，難謂已發生效力240，然學說或實務

通說認為通知或公告為共有人間之內部關係，對他共有人而言僅有知悉效果而

已，處分之共有人未踐行該義務，對於處分之效力並無影響，僅生損害賠償責任

問題241，故他共有人縱於不知情之情況下共有土地遭致處分，而有權益受損之情

事，亦僅得請求損害賠償。 

然而，本法條立法過程中，自行政院函送立法院審議之條文（僅規定共有物

分割之調解或司法審理），至立法院審查過程委員主導立法並新增多數決規定，

於逐條討論時所以決定增加第二項通知或公告程序，即因多數委員認為有使他共

有人知悉之必要，以避免在不知情的情況下共有土地即遭致處分，期望藉由相當

手續，保障其他共有人之權益（本文第二章第二節參照）。則現行學說或實務將

違法未盡通知或公告義務認定對於處分效力無影響，即無法達成立法上藉由一定

程序保障他共有人權益之目的。另由於依第一項規定處分共有物後，他共有人之

所有權可能歸於消滅或使用權將遭剝奪，權益影響極大，反觀共有人履行本法條

所課以之通知義務，係屬簡便易行，共有人間權利與義務之衡平，實有未均，有

再檢討之必要。  

惟於處分過程中，他共有人於知悉後並無表示反對意見之權利242，雖他共有

                                                 
239 最高法院八十一年台上字第六九０號判決。 
240 最高法院七十二年台上字第四０六八號判決認為：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為處分時，應

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其不能通知者，應公告之，用以保護他共有人之權益。故共有人

如未依此規定，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或對不能以書面通知者，對之公告，即行處分者，縱

已同意處分之共有人，達同條第一項之人數或應有部分，其處分行為，除非嗣後得該他共有

人之同意或追認，仍難謂已發生效力，似為司法判決中之唯一例外。然而，吳光陸批評此判

決不僅違反最高法院六十八年台上字第二八五七號判例意旨，且就法條而言，並無此規定，

難得此結論。吳氏，前揭文（註 91），頁四五。 
241 最高法院六十八年台上字第二八五七號判例、八十七年台上字第四一七號判決參照；林誌誠，

前揭文（註 100），頁二九六；吳光陸，前揭文（註 91），頁四四至四五；謝在全，前揭文（註
2），頁一三五、一七六。 

242 司法院 70 年 9月 4日廳民一字第 0649號函。司法院第一廳編，前揭書（註 56），頁二七一
至二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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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訴請分割共有物以保障其權益243，但因訴請分割共有物非屬私權爭執事項，

仍無法阻却登記程序之進行244，效果亦屬有限，因而第二項通知或公告，似僅有

使他共有人知悉之功能，故本文以為，為強制共有人踐行通知或公告程序，可藉

由行政手段，於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處分共有不動產時，變更現行由同意之共有

人於登記申請書備註欄切結之方式，課以共有人檢附第二項通知或公告文件之義

務，並由地政機關審查相關文件，不僅簡便易行，更可藉此給予他共有人實質而

非僅為法規範形式之保障。 

綜上所述，通說見解認為共有人違法未盡第二項通知或公告之義務，對於處

分之效力並無影響，僅得請求損害賠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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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一定手續，保障

他共有人權益，現行學說或實務見解，即無法達成立法上保護其他共有人權益之

目的，而有檢討現行處分程序之必要。本文以為，藉由行政手段，於共有人依第

一項規定處分共有不動產時，強制共有人應檢附第二項通知或公告文件，並由地

政機關審查相關文件，不僅簡便易行，更可藉此給予他共有人實質之保障。 

 

 

第三節 本法條第二項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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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有探究之必要。 

關於第二項書面通知或公告之內容，依執行要點第七點第五款規定：「通知

或公告之內容應敘明土地或建物標示、處分方式、價金分配、償付方法及期限；

受通知人及通知人之姓名住址及其他事項。」係將共有不動產處分之相關內容告

                                                 
243 謝在全，前揭文（註 2），頁一四一；最高法院七十年台上字第一二五七號判決；司法院 78

年 7月 15日廳民一字第 7708號函。司法院第一廳編，前揭書（註 44），頁一五六至一五九。 
244 最高法院八十八年判字第一六九號判決；內政部 85 年 10月 24日台內地字第 851017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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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他共有人，使其知悉有處分之事實；至於優先購買權通知之內容，相關法規雖

未明定，但至少應包括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物之標示、處分方式、價金、給付條件

或其他如簽約、付款與點交條件等與買賣相關之約定事項，並應註明倘若不行使

其優先購買權或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者，共有不動產全部之所有權（包含其共有

權）將出售與他人之意旨，使他共有人充分知悉得行使優先購買之權利及未行使

優先購買權之後果。 

另就前述通知之內容觀之，二種通知內容有其重複之處，又均為出賣人之

意思表示，共有人應可選擇進行二次通知程序或合併以一次通知。倘若共有人選

擇合併以一次通知，通知之內容應包括上述第二項通知（或公告）以及優先購買

權通知之內容；惟若共有人欲進行二次通知程序，其先後順序為何？第二項通

知，依法文規定為「事先」，應係指於立約後處分行為之前245，蓋於立約後，方

得將前述處分方式、價金分配、償付方法及期限等相關事項予以通知，而處分行

為有須經登記者，有不須經登記者，若依法應經登記者，則於申請登記前，若無

須登記者，則於處分行為，例如共有物之拆除行為或共有土地建築行為之前。另

因優先購買權之行使須以買賣契約之存在為要件，故優先購買權之通知應於立約

後方得為之，且與本法條第二項之通知相同，應於處分行為之前即完成通知行

為。由是以言，二種通知皆於立約後方得為之，皆於處分行為之前即需完成，似

無法定其先後，然而，由於他共有人決定是否優先購買後，共有人方能確定承受

人，並依第一項規定處分共有不動產，則優先購買權之通知理應先於第二項通知

（或公告）之程序。 

此外，由於第二項通知法明文規定應以書面為之，優先購買權通知則未有

相關規定，執行要點雖將本法條優先購買權之程序準用同法第一０四條，惟第一

０四條亦未規定應以書面為之，是以，優先購買權通知似不以書面為限。然由於

通知與否將涉及他共有人是否知悉得行使優先購買之權利，且若他共有人未行使

優先購買權，其共有權將遭致處分，對其權益影響重大，本文以為，於立法上似

得配合第二項之書面通知，並參採前述強制共有人檢附第二項通知或公告文件並

由地政機關審查相關文件之方式，明文規範應以書面通知，且於登記時由共有人

檢具優先購買權通知之文件，將更能於達成本法條促進土地利用之同時，落實他

共有人權益之保障。 

綜上，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不動產時，應踐行第二項通知（或公

告）以及優先購買權之通知等二種通知程序，由於本法條立法過程自始未慮及共

                                                 
245 參閱執行要點第七點第一款規定：「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規定為處分、變更或設定負擔行為之

前，應先行通知他共有人」，通知行為應先於處分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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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不動產出賣時之優先購買權，其應有程序、通知內容、與本法條第二項之通知

（或公告）應如何配合等，即產生疑問。其中通知之內容雖無疑問，但應特別註

明若不行使其優先購買權或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者，共有不動產全部之所有權

將出售與他人之意旨，使他共有人充分知悉未行使優先購買權之後果；至其與本

法條第二項之通知應如何配合，本文以為，二種通知內容有其重複之處，又均為

出賣人之意思表示，共有人應可選擇進行二次通知程序或合併以一次通知。合併

通知時通知之內容應包括二者，若進行二次通知程序，則以優先購買權之通知先

於第二項通知之程序；此外，第二項通知法明文規定應以書面為之，優先購買權

通知則未有相關規定，然因通知與否將涉及他共有人是否知悉得行使其優先購買

之權利，且若共有人未行使優先購買權，其共有權將遭致處分，影響重大，於立

法上似亦得明文規範應以書面為之，並規定於申請登記時共有人應檢具優先購買

權通知之文件，以落實他共有人權益之保障。 

 

 

第四節 未辦繼承登記直接處分之問題 

 

壹、民法第七五九條規定之立法理由 

 

民法第七五九條規定：「因繼承、強制執行、公用徵收或法院之判決，於登

記前已取得不動產物權者，非經登記，不得處分其物權」，對照同法第七五八條：

「不動產物權，依法律行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更者，非經登記，不生效力」

之規定，可查知首揭法條係就非因法律行為而生之物權變動所為之規定，並例示

繼承、強制執行、公用徵收或法院之判決四種情形246，可不經登記即取得不動產

物權，但需待登記後方得處分。另法文中「處分」，係指物權處分行為（本文按：

通說見解之狹義處分，本文第三章第一節參照）而言247，不包括負擔行為及事實

                                                 
246 通說認為民法第七五九條規定之四種情形僅為例示，其他尚有因法律規定（如法定地上權）、

因法律事實（如自己出資興建之建築物）或因公權力行使（例如公用徵收）而取得不動產物

權者。參閱民法物權編修正草案第七五九條修正理由，法務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編，法務

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物權編研究修正小組會議資料彙編（一），七十八年十月，法務部總務

司，頁一一一至一二一；謝在全，民法第七百五十九條爭議問題之研究，蘇永欽主編，民法

物權爭議問題之研究，八十八年十一月，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頁三；謝在全，前揭書（註

10），頁一二五。 
247 最高法院七十四年台上字第二０二四號判例、八十四年台上字第一四五四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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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處分行為在內。 

非因法律行為而變動之不動產物權，民法所以規定不經登記即可取得，學

者認為乃在彌補登記成立要件主義之過於嚴苛，以符合社會實情，並保護物權人

權益248；另此等行為，或因登記之遲速，無關於利害；或因有專法（如繼承）可

據，無害於交易安全；或有國家公權力之介入（強制執行、公用徵收），其變動

業已發生，存在狀態亦甚明確，已無違物權公示之要求，故不以登記為生效要件
249。 

至於非因法律行為而生之不動產物權變動，需待登記方得處分之理由，多

數學者認為係為貫徹民法第七五八條登記要件主義規定之本旨250，由於該等行為

於登記前即已取得不動產物權，期藉由登記方法，迫使物權人依法登記，以回歸

公示原則。 

 

貳、執行要點第八點第四款規定之適法性 

 

為執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內政部依職掌訂定執行要點，於其第八點

第四款規定：「依本法條規定處分全部共有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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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辦繼承登記。」由於繼

承係法律行為以外之事由，不受民法第七五八條所定須經登記始生效力之限制，

不待登記繼承人即可取得不動產物權，但依第七五九條規定仍須經登記方得處

分，執行要點本規定使未辦理繼承登記之不動產，可直接移轉所有權，而成為民

法第七五九條規定之例外，至其適法性如何，尚值推求。 

按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處分共有不動產時，倘不同意之共有人中已

有死亡者，依民法第七五九條規定，非經其繼承人辦竣繼承登記，其應有部分不

                                                 
248 謝在全認為，非因法律行為取得之不動產物權，民法所以規定可不待登記而取得者，主要理

由乃在彌補登記成立要件主義之過於嚴苛。因在此項情形，若仍須貫徹登記後方能取得物權，

不僅與社會實情不符，且將因而無法保護此等物權人。準此而言，非因法律行為所生之不動

產物權變動，雖可不待登記即生效力，但應解為僅在符合社會實情，以保護當事人權益範圍

內而言，惟如此，方能一方面可保護當事人間之權益，他方面亦不致破壞民法為保護交易安

全所建立之公信原則。氏著，前揭文（註 246），頁五至六。 
249 鄭玉波，前揭書（註 2），頁三九；謝在全，前揭書（註 10），頁一二五。 
250 李肇偉，前揭書（註 2），頁六三；姚淇清，前揭書（註 2），頁三八六；曹傑，前揭書（註 2），
頁二五；王澤鑑，前揭書（註 22），頁一一二；謝在全，前揭書（註 10），頁一二六。此外，

關於民法第七五九條所定非經登記不得處分之規範意旨，學說上之不同見解，請參閱謝在全，

前揭文（註 246），頁十一至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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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處分，共有人雖基於法律規定而有權一併處分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但仍以他

共有人本身就其應有部分有自由處分權為前提要件，是以，倘繼承人未為繼承登

記者，共有人即不得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併同處分該應有部分。另按本法條第一

項所訂之買賣契約，未同意出賣之共有人與買受人間並無任何法律關係，亦無買

賣關係之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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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涉及爭訟，承買人亦僅以同意出賣之共有人為被告，因此，共有

不動產處分之承受人即無從以其繼承人為被告，請求其辦理繼承登記後，由同意

處分之共有人辦理不動產處分之登記，另承受人或同意之共有人亦無法代為辦理

繼承登記，是因處分而可取得權利之人，將因而陷於不能取得權利之困境，內政

部乃創設此例外，以求突破251。然而，自本條法文而言，實無法推導出執行要點

該規定之結果，尤其執行要點乃一行政命令，不得牴觸法律，雖具有便宜行政、

便利處分之功能，但實質上仍違反民法第七五九條規定252，難謂為合法。 

惟如上所述，倘若缺少上述執行要點之規定，於不同意之共有人中已有死

亡者之情形，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雖得處分共有不動產，亦將面臨無

法辦理權利變更登記之困境，致使立法上為促進共有不動產之有效利用，肯定得

以多數決處分之目的無法達成。展望未來，由於繼承人全體協議分割繼承困難，

共有現象將不減反增，不動產共有人中已有死亡者之情形，亦屬常見，更可窺知

該執行要點規定對於便利共有不動產處分之貢獻，並有助於共有問題之解決。然

其實質上違反民法第七五九條之規定，卻係不爭，因此，當有必要在法規範上尋

求更為妥適之方式，此如以法律或法律明確授權之命令加以規定，將更具適法性。 

此外，倘若同意之共有人中已有死亡者，或共有人死亡而其繼承人中有部

分同意，部分未同意者，能否不經繼承登記程序直接移轉共有物之所有權？執行

要點對此雖未設有相同規定，但自第六點規定：「⋯關於共有人數及應有部分之

計算，以土地登記簿上登記之共有人數及應有部分為準。但共有人死亡者，以其

繼承人數及繼承人應繼分計入計算。」觀之，以其並未以登記簿上人數及應有部

分而係以繼承人數及繼承人應繼分計算，似亦肯定共有人中已有死亡者，或共有

人死亡而其繼承人中有部分同意，部分未同意者，得免經繼承登記之程序，直接

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另行政實務作法亦未就死亡之共有人區分係同意或未同意

之共有人，為行政便宜之故，倘依本法條規定處分共有不動產，且處分後共有權

利已不存在，即得直接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免辦繼承登記。於此情形，雖同意

                                                 
251 謝在全，前揭文（註 246），頁八至九。 
252 與此情形類似者，有登記實務上未辦公同共有繼承登記，逕辦理分割繼承登記。依內政部 86

年 7月 7日台內地字第 8606128號函示：「若依現行民法規定先行辦理繼承登記，始得⋯協議

分割共有之遺產。惟實務上將化簡為繁，益增民眾申請手續之困擾，且逕辦遺產分割登記已

行之數十年，民眾習之已久，尚無任何弊端。基於簡政便民及登記實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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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人之繼承人或共有人死亡而同意處分之繼承人得先辦理繼承登記後再與其

他共有人依本法條規定處分共有物全部，然既考量以法明文規定他共有人已有死

亡者之共有不動產處分案，得免經繼承登記程序直接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時，

基於簡化共有不動產處分程序之考量，倘同意之共有人中已有死亡者，或共有人

死亡而其繼承人中有部分同意部分未同意者之共有不動產處分案，似亦得併同納

入法規範內，將更有便利共有不動產處分之效果。 

依上所述，執行要點係為執行本法條而訂定，其中第八點第四款規定自本

條法文並無法推導該規定之結果，且其係一行政命令，不得牴觸法律，雖具有便

宜行政、便利處分之功能，但實質上因違反民法第七五九條規定而有違法之虞。

然而，若無執行要點該規定，將導致他共有人中已有死亡者之共有不動產處分

案，面臨無法辦理登記之困境，致使本法條第一項之立法功能大打折扣，因之，

基於執行要點規定對於便利共有不動產處分之貢獻，並考量其於法律位階上之不

足，當有必要以法律或法律明確授權之命令加以規定，方為更妥適之方式。此外，

同意之共有人中已有死亡者，或共有人死亡而其繼承人中有部分同意部分未同意

之共有不動產處分案，基於簡化共有不動產處分程序之考量，似宜併同納入法規

範內，將更可收便利共有不動產處分之效果。 

 

第五節 小結 

 

共有不動產之處分程序，依本法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有通知或公告以

及對價給付或補償並代為申請登記等二項程序，於共有不動產出賣時，共有人另

須踐行通知他共有人優先購買之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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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依第一項所出賣之標的、買賣契約內容、通知

他共有人之出賣條件以及他共有人行使優先購買權之內容，與上述執行要點所規

定者均有區別，故上述執行要點規定之程序並非共有不動產出賣時通知他共有人

優先購買之程序，且造成共有人不得直接依第一項規定處分之結果，不具適法性。  

再者，本法條第二項雖明文課以共有人通知或公告之義務，但因既有見解認

為違法未盡通知或公告義務對於處分之效力並無影響，他共有人共有權可能在不

知情的情況下遭致處分，權益受損嚴重，無法達成立法者期望藉由相當手續，保

障他共有人權益之目的，而有檢討現行處分程序之必要。本文以為，藉由行政手

段，於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處分共有不動產時，強制共有人應檢附第二項通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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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文件，並由地政機關審查相關文件，不僅簡便易行，更可藉此給予他共有人

實質之保障。 

另由於本法條立法過程自始未慮及共有不動產出賣時之優先購買權，於依

本法條第一項規定出賣共有不動產時，雖應踐行第二項及優先購買權等二種通知

程序，惟優先購買權通知之方式、內容、與本法條第二項通知應如何配合等，遂

產生疑問。對此，本文以為，通知之內容應特別註明若不行使優先購買權或優先

購買權視為放棄者，共有不動產全部之所有權將出售與他人，使他共有人充分知

悉未行使優先購買權之後果；又二種通知內容部分重複且均為出賣人之意思表

示，共有人應可選擇進行二次通知程序或合併以一次通知，若進行二次通知程

序，則以優先購買權之通知先於第二項通知之程序，合併通知時應包括二種通知

之內容；此外，優先購買權通知是否應以書面為之，因通知與否將涉及他共有人

是否知悉得行使優先購買之權利，且若共有人未行使優先購買權，其共有權將遭

致處分，影響重大，於立法上似宜明文規範以書面為之，並規定於申請登記時共

有人應檢具優先購買權通知之文件。 

非因法律行為而生之不動產物權變動，民法第七五九條規定需待登記方得

處分之理由，多數學者認為係為貫徹同法第七五八條登記要件主義規定之本旨，

由於該等行為於登記前已取得不動產物權，藉由登記方法，可迫使物權人依法登

記，以回歸公示原則。然而，執行要點第八點第四款規定他共有人中已有死亡者，

得直接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免辦繼承登記，使未辦理繼承登記之不動產，可直

接移轉所有權。由於法條本文並未有相關規定，且執行要點係一行政命令，不得

牴觸法律，實質上即違反民法第七五九條規定而不具適法性，惟若無執行要點該

規定，將導致他共有人中已有死亡者之共有不動產處分案，面臨無法辦理登記之

困境，致使本法條第一項之立法功能大打折扣，因之，基於執行要點規定對於便

利共有不動產處分之貢獻，並考量其於法律位階上之不足，即有必要以法律或法

律明確授權之命令加以規定，方為更妥適之方式。此外，共有人中已有死亡者，

或共有人死亡而其繼承人中有部分同意部分未同意處分者之情形，基於簡化共有

不動產處分程序之理由，似宜併同納入法規範，更可收便利共有不動產處分之效

果。 

總之，現行共有不動產處分程序，實有諸多待檢討或釐清之處。其中，執

行要點不僅增加處分時應就應有部分通知他共有人優先購買之程序，其未經登記

即可處分之規定，更引發違反民法第七五九條規定之疑慮。另因共有不動產處分

程序，攸關共有人權益至鉅，既有違反程序規定效果之見解，對他共有人權益保

障明顯不足，實有必要謀求更妥適之共有不動產處分程序，以兼顧共有人間權益

之衡平。此外，由於本法條立法過程自始未慮及共有不動產出賣時之優先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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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關於優先購買權通知之方式、內容、與本法條第二項通知關連性如何等，非

無疑義。以上種種，異日修法時均應審慎考量，不使法規範體系有所衝突，對於

便利共有不動產處分以及他共有人權益之保障，亦不應有所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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