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六章 公同共有準用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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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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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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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章將先介紹公同共有之性質。其次

就第一項準用問題，針對應有部分為數人公同共有是否屬第一項規範客體「共有

土地或建築改良物」範圍之內，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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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嘗試加以分

析。最後另就第四項優先購買權規定於公同共有應如何準用，亦即，公同共有人

於公同共有物出賣時是否具有優先購買權之問題，加以釐清。 

 

 

第一節 公同共有之性質 

 

公同共有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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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公同共有之構成要件有二：

一為須共有人間有公同關係存在，二為須共有人基於公同關係而共有一物。公同

關係，為公同共有之核心價值所在，乃是數人為達成共同目的而結合所形成的關

係。由於公同共有人間有此種結合關係存在，在公同關係終止前，各共有人既不

得處分其對於公同共有物所享權利之比例，以求脫離253，亦不得請求分割共有

物，以期消滅共有關係254。 

                                                 
253 楊建華認為，公同關係乃共有人間人的結合關係，與分別共有在共有人間並無人的結合關係，
各共有人得隨時脫離或消滅者尚有不同，可資參照。氏著，當事人適格與公同共有，月旦法

學，試刊號，八十四年三月，頁六九至七０。 
254 謝在全，前揭書（註 11），頁十三。另史尚寬認為，公同共有應有部分之處分或設定負擔，

不生效力。即公同共有人不得有效的讓與對於全體財產之應有部分權，使取得人取得由公同

關係所生之請求權，而代替自己為合夥人或其他公同共有人。對於各個之物之應有部分，亦

不得有效的為處分，亦可參照。氏著，前揭書（註 2），頁一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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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公同關係之發生原因，民法雖規定有依法律規定或依契約二種，但因

習慣而成立之公同關係255，例如祀堂、祭田、塋地、神明會及祭祀公業等，歷來

判例均將其納入公同共有範疇，至於依單獨行為而成立之公同關係亦所在多有，

例如祀田、塋地、祭產，往往基於遺囑而發生公同關係256。故公同關係之成立，

不唯民法所規定依法律規定或依契約為限，依習慣或單獨行為（如遺囑）成立者，

亦無不可257。依法律規定而發生的公同關係，例如遺產繼承人公同關係直接依法

律規定而成立（民法第一一五一條）；依契約所建立的公同關係，例如合夥關係

（民法第六六八條）、夫妻約定共同財產制關係（民法第一０三一條）。此外，公

同共有之關係，自公同關係終止，或因公同共有物之讓與而消滅（民法第八三０

條）。公同關係之終止，乃同一利害與共之目的終結也258，例如合夥解散、婚姻

解銷、夫妻以契約廢止共同財產制契約、繼承人請求分割遺產等，但公同共有並

非因公同關係終止即轉變成為分別共有，惟解除其不可分割性259，仍需經分割之

清算程序完結後，公同共有方轉變成為分別共有或單獨所有。廢止公同關係，為

公同共有物其他權利之行使，須由公同共有人全體合意終止，至於分割公同共有

物之方法，除法律另有規定外260，應適用分別共有物分割之規定（民法第八三０

條第一項），由公同共有人協議，如協議不成，並得訴請法院為之，惟訴請法院

裁判分割之前提須其公同關係業已終止，自不待言。 

                                                 
255 關於公同關係之發生原因，可參閱謝在全，前揭書（註 11），頁十四至十五。 
256 倪江表，前揭書（註 8），頁一三七。 
257 基此，民法物權編修正草案爰修正民法第八二七條法文第一項及第二項為：「依法律規定或法

律行為，成一公同關係之數人，基於其公同關係，而共有一物。前項依法律行為成立之公同

關係，以有法律規定或有習慣者為限。」參閱其修正理由即為：「公同關係之成立，學者通說

及實務上均認為非以法律規定或契約約定者為限，依單獨行為成立者所在多有，為期周延，

爰將第一項『契約』修正為『法律行為』，以符實際。依法律行為而成立之公同關係，其範圍

不宜過廣，為避免誤解為依法律行為得任意成立公同關係，爰增訂第二項，明定此種公同關

係以有法律規定或習慣者為限。」參照法務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編，前揭書（註 48），頁
二八六至三一０。 

258 李肇偉，前揭書（註 2），頁二三八。 
259 史尚寬謂：公同共有之關係，不因公同關係解銷事實之發生（例如因配偶一方之死亡或離婚，

合夥人退夥、開除，合夥事業目的已完成）而即行解銷。惟因公同共有物之讓與或分割，始

行消滅。在此以前其公同共有關係仍繼續存在。解銷原因非法律上當然發生消滅之效力，惟

解除其不可分割性。因此發生分割請求權之屆期與應實行清算之義務。［氏著，前揭書（註 2），
頁一六二。］另李肇偉亦以，公同關係終止僅解除公同共有之不可分性，使公同共有之關係

消滅而已。而公同共有，仍須經分割後始消滅。所謂解除公同共有之不可分性，亦即解除其

不可分性而已，並非因此而變為分別共有，於是在未分割前，各公同共有人之對內對外關係，

仍均推定為公同共有。［氏著，前揭書（註 2），頁二三九。］ 
260 所謂法律另有規定，係指公同關係所由生之法律規定，例如就合夥公同共有物之分割，應依

合夥有關規定；夫妻共同財產制之公同共有物分割，應依夫妻共同財產制之規定；公同共有

遺產之分割，應依關於遺產分割之規定。參閱謝在全，前揭書（註 11），頁二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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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有部分，係指分別共有人得行使權利之比例261（最高法院五十七年台上

字第二三八七號判例參照），公同共有是否有應有部分，學說與實務上存有相當

爭論。學說上有部分學者持否定見解，晚近則多持肯定見解，採否定見解者於文

獻中多未論述其理由262，可能由於公同共有不存在應有部分之見解，為早期民法

界之通說且多未受有質疑，至於晚近學者通說則認為，公同共有並非無應有部

分，不過在公同關係存續中，因受共同目的之拘束，不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

亦不得請求分割而已，學者並將此種應有部分稱為潛在的應有部分263。尤有進

                                                 
261 關於應有部分之意涵，學說見解如下： 
梅仲協：各共有人取得概括的支配權之分數的一部分，此分數的一部支配權，即共有人之應

有部分。氏著，前揭書（註 10），頁三九七。 
李光夏：應有部分者，各共有人就一所有權分量上所享有之部分也。氏著，前揭書（註 8），

頁一０九。 
黃棟培：所謂應有部分者，各共有人就一所有權，在分量上應享有之部分也。氏著，前揭書

（註 1），頁一一六以下。 
姚瑞光：應有部分，即一個所有權幾分之幾，與一個物幾分之幾的觀念，完全不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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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著，前揭書（註 2），頁一一九。 
史尚寬：關於共有之法律構成，我國係採「一個所有權之數量的分割」。對於一物之所有權

分割於數人之比例，謂之應有部分。氏著，前揭書（註 2），頁一四０。 
鄭玉波：應有部分者，乃各共有人對於該所有權在分量上應享之部分，乃各分別共有人行使

其權利範圍之比例。氏著，前揭書（註 2），頁一一九至一二０。 
王澤鑑：指各共有人對其所有權在分量上應享的部分。氏著，前揭書（註 22），頁三三一。 
謝在全：指共有人對共有物所有權所得行使權利之比例。氏著，前揭書（註 10），頁五四六。 

262 李光夏，前揭書（註 8），頁一二五；曹傑，前揭書（註 2），頁一一五至一一六；倪江表，前

揭書（註 8），頁一一八、一三六至一三七；姚淇清，前揭書（註 2），頁四三八；鍾煥新，前
揭書（註 2），頁一二九；劉春堂，判解民法物權，七十年十月再版，三民書局，頁三九。 

263 張龍文以，於數人共同所有財產之情形（例如合夥財產），各人享有之權利可分為二：一為各

人對於共同財產之全體所享有之應有部分，此即人格的應有部分，有類似於社員權之性質；

另一為各人對於共同財產所屬各個之標的（物及權利）所享有之應有部分，此即物權的應有

部分。在公同共有，所謂應有部分，係指物權的應有部分而言，人格的應有部分，則不在公

同共有關係之內。物權的應有部分，係屬不得處分，人格的應有部分，原則上得處分，但法

律有禁止規定，或性質上不得處分者，例外不得處分。［氏著，前揭文（註 11），頁四二０。］
姚瑞光認為，在公同共有，其應有部分係隱藏的，且僅對於抽象的總財產有之，對於個別的

公同共有物，並無應有部分。姚氏並謂：公同共有並非無應有部分，不過在公同關係存續中，

除合夥股份轉讓之情形外，均隱而未顯而已。［氏著，前揭書（註 2），頁一三九、頁一四三，
註一。］史尚寬認為，各公同共有人在公同關係存續中，僅就全體財產有應有部分，而對於

各個之物之應有部分，惟透過其對於全體財產之應有部分而潛在。［氏著，前揭書（註 2），
頁一四０、一五八至一六０。］鄭玉波亦以，各共同所有人亦有其應有部分，不過其主體間

有其共同目的（如共同經營一種事業），而共同所有乃其達成共同目的之手段而已。因之各共

同所有人之管理權能，即應被為達成共同目的而設之規則所拘束，同時於其共同目的存續中，

各共同所有人不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亦不得請求分割。易言之，各共同所有人之應有部

分，於共同目的存續中，僅屬潛在，於共同目的終了時，始得成為現實。［氏著，前揭書（註

2），頁一一七至一一八。］謝在全認為，各共有人雖有應有部分，但應受共同目的之拘束，
故無自由處分之可言，且在公同關係終止前，不得請求分割。其進一步認為，通說認為公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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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黃茂榮不僅直接肯定公同共有存在應有部分，並認為公同共有之應有部分和

分別共有一樣是顯在的，其區別不在於「有無」，也不在於「顯在的或隱藏的」，

而在於自由的（不受限制的）與不自由的（受限制的）上264。另按民法第八二七

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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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物者，為公同共有人。各公同共有人之權利，及於公同共有物之全部。」法

院判決中有逕依該條法文認定公同共有人無應有部分者265，亦有直接否定而未書

理由者266，惟仍有肯定公同共有存在潛在的應有部分者267。至於行政實務上亦依

上述八二七條法文規定而持否定見解268。 

依上所述，公同共有是否有應有部分，實務見解有相當不一致之情形，惟

學者通說認為，公同共有並非無應有部分。本文以為，合夥人之股份、繼承人之

應繼分、祭祀公業之房份、神明會之會份269等，乃是公同共有人行使其權利範圍

之比例，性質上為對於全體財產之應有部分，惟因受限於公同關係之拘束，其對

各個公同共有物之應有部分，係屬潛在而不得處分270，迨公同關係終止時方解除

其限制。 

 

                                                                                                                                            
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係屬潛在者，與分別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為顯在者不同，實則公同共有人並

非無應有部分，例如共同財產制下之夫妻公同共有財產，依民法第一０三一條第二項之規定

即有應有部分，再如繼承人就繼承財產之應繼分（民法第一一四四條），合夥人就合夥財產之

股份（民法第六八三條），祭祀公業之房份，神明會之會份等均其著例，不過此項應有部分，

公同共有人不得自由處分，應受公同關係之拘束。［氏著，前揭書（註 10），頁五四三至五四
四、前揭書（註 11），頁二九。］蘇茂秋於其論文中稱，我民法第八二七條第一項規定未確

示在此公同關係中有「潛在的應有部分」，然依學說、夫妻共同財產制等均屬依「契約」而成

立的公同共有財產團體，而就民法第一０三一條第二項「共同財產，夫妻一方不得處分其『應

有部分』」，第六八三條第一項：「合夥人非經他夥人全體之同意，不得將自己之『股份』轉讓

第三人⋯」等規定以觀，則不能謂為條文中之「應有部分」、「股份」等非分別共有上所稱之

應有部分也。［氏著，前揭文（註 28），頁十二。］ 
264 黃茂榮，前揭文（註 11），頁三四七。 
265 最高法院三十七年上字第六四一九號判例、七十年台上字第三三九五號判決。 
266 行政法院七十年判字第一一０二號判決、最高法院七十四年台上字第二０六五號判決、八十

七年台上字第四一號判決。 
267 最高法院八十四年台上字第六八號判決、八十七年台上字第六八八號判決。至於六十八年台

上字第二八五七號判例則直接認定公同共有人有應有部分。 
268 內政部 75 年 2月 15日台內民字第 383801號函、91 年 8月 27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5067
號函。 

269 張龍文稱此為「人格的應有部分」。參閱氏著，前揭文（註 11），頁四二０。 
270 公同共有人對應繼分、合夥股份、祭祀公業房份、神明會會份的處分與就個別公同共有物應
有部分的處分，應嚴格區分。［王澤鑑，前揭書（註 22），頁三八三至三八四。］由於此等人
格的應有部分，原則上得處分，但法律有禁止規定，或性質上不得處分者，例外不得處分。

至於公同共有人就個別公同共有物應有部分的處分，則不得為之。［張龍文，前揭文（註 11），
頁四二０。］惟本文此處所稱處分，係指通說見解之狹義處分行為，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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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應有部分為數人公同共有應否在準用範圍 

 

按本法條第一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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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數不予計算。」依文義解釋，其

適用客體為共有之土地及建築改良物271，應無疑義。另依執行要點第一點規定：

「依本法條規定，部分共有人就共有土地或建築改良物為處分、變更及設定地上

權、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應就共有物之全部為之，不得僅就他共有人之應有

部分為之。」因此，倘就共有物之特定部分為處分，例如將共有物特定之一部讓

與他人，雖為共有物之處分272，但並非就共有物之全部而為處分，即無第一項多

數決適用之餘地。 

由於本法條第五項規定：「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因而公同共

有土地及建物亦得納入本法條之適用客體。物之共有類型，有分別共有者，有公

同共有者，亦有部分分別共有，同時部分應有部分為數人公同共有之混合型者，

前二類可適用或準用第一項規定，至於第三類之共有型態，如係就共有物之全部

而為處分，應有第一項之準用則無疑問（關於人數及應有部分之認定，參照本章

第三節），但若僅就數人公同共有之應有部分為處分，是否有本法條之適用，即

有探究之餘地。 

 

 

壹、學說與實務見解 

 

應有部分為數人公同共有是否屬本法條第一項之準用客體問題，九十二年

修正前執行要點第十二點原規定273：「分別共有土地或建物之應有部分為數人所

                                                 
271 惟本條所稱建築改良物，必須為獨立之建物，非獨立之建物，例如屋頂平台，則非屬本法條

之適用客體。參閱最高法院七十八年台上字第一二二九號判決。 
272 最高法院三十二年上字第一一號判例、四十年台上字第一四七九號判例、五十五年台上字第

三二六七號判例、七十五年台上字第一二六一號判例。 
273 本規定由於後述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六二號解釋宣告其係增加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

項所無之限制，應不予適用，業經內政部以 92 年 7月 3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83819號令

發布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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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同共有，公同共有人就該應有部分為處分、變更或設定負擔，無本法條第一項

之適用」，明文將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之情形排除於本法條第一項適用客體之外。

對照前述第一項法文規定之「共有土地或建築改良物」及執行要點第一點規定：

「應就共有物之全部為之」，本要點規定應係就文義解釋而來。惟謝在全認為，

應有部分性質上與土地所有權並無不同，因此，應有部分為數人公同共有應有本

法條之適用274。至於司法實務見解則以，本法條第五項、第一項有關公同共有土

地或建物處分之規定，僅於數人公同共有一土地或建物時始有其適用，如因數人

就土地或建物之應有部分有公同共有權利時，自無該條項規定之適用275。行政實

務上認為，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旨在保護多數共有人之利益及促進共有物之

有效利用，故該條第一項規定，於數人就物之全部為共有時，始有適用，數人就

應有部分為共有之情形，並無適用。換言之，其適用之客體為共有物而非共有物

之應有部分276。由是觀之，針對本法條第五項準用第一項有關公同共有土地或建

物處分之規定，通說見解係認為應僅限於數人就公同共有土地或建物全部為處分

時始有其適用，如因數人就土地或建物之公同共有應有部分為處分時，即無該條

項規定之準用。 

然而，此情形卻可能導致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基地之應有部分為數人公同共

有時，由於建物係共有物之處分，得依第一項規定辦理；但就基地之應有部分為

處分時，因屬應有部分之處分，不得依第一項規定辦理，造成二者無法同時處分

而致權屬分離。此情形於公寓大廈管理條例施行前，因法令並未強制建物及基地

之應有部分須一併處分，建物尚得依第一項多數決處分，雖可能導致土地及建物

權屬分離，並損及共有人之權益277，但建物依多數決處分尚為可能；於公寓大廈

管理條例施行後，該條例第四條規定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基地之應有部分應一併處

分，維持建物及基地權利一體化，以避免法律關係複雜化，但卻因此導致公同共

有建物及基地之應有部分皆無法適用第一項多數決規定，直接限制了本法條在區

分所有建物之適用。有鑑於此，內政部特於九十年修正同年十一月一日施行之土

地登記規則第九十六條規定：「數人共有一區分所有建物，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

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就區分所有建物連同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應有部分為處

                                                 
274 謝氏，前揭文（註 2），頁一三０，註六一。 
275 最高法院八十四年台上字第一六一五號判決、八十五年台上字第八七二號判決、八十九年台

上字第一九八三號判決參照。 
276 內政部 81 年 2月 18日台內地字第 8171208號函、87 年 9月 23日台內地字第 8709980號函、
法務部 76 年 2月 10日法律字第 1703號函、79 年 5月 23日法律字第 7444號函、80 年 3月
9日法律字第 3699號函、80 年 12月 8日法律字第 18906號函、81 年 1月 31日法律字第 1533
號函。 

277 法務部 79 年 5月 23日法律字第 7444號函特別提及其解釋將導致建築物與基地分別處理，而

有損害其他共有人權益之虞，但應為立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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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變更或設定負擔時，其基地共有人，指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全體共有人；其基

地應有部分，指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全體共有人所持有之基地應有部分。」準此，

自登記規則修正公布生效後，不僅公同共有建物及公同共有基地之應有部分有第

一項多數決規定之準用，甚至共有建物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亦得適用多數決規定，

但僅限於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基地之應有部分依第一項規定為處分、變更及設定負

擔等行為時，固不待言。 

 

 

貳、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六二號解釋 

 

由於九十二年修正前執行要點第十二點規定：「分別共有土地或建物之應有

部分為數人所公同共有，公同共有人就該應有部分為處分、變更或設定負擔，無

本法條第一項之適用」，明文將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之情形排除於本法條第一項適

用客體之外，致本解釋案之聲請人黃永添於民國八十二年間陸續購買公同共有，

且未辦理分別共有登記之三筆土地應有部分，因同意共有人之應繼分達三分之

二，人數並已逾半數，聲請人爰依本法條第一項規定，向彰化地方法院起訴請求

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經法院以上開執行要點規定，認定無本法條第一項之適

用，應依民法第八二八條第二項之規定，得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同意始得為之而受

敗訴判決，並經最高法院以八十九年度台上字第一九八三號判決（八十九年八月

二十五日裁判確定）維持聲請人敗訴而告確定，最後乃依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

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之規定，向司法院聲請本件解釋案。實則，本案例爭點不

僅是數人讓與公同共有土地應有部分是否有本法條第一項規定之適用問題，尚且

包括聲請人欲依本法條多數決規定，申請將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之權利型態變更登

記為分別共有，並舉出內政部 81年 3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8171700 號函為證，惟

該函業經內政部 89年 9 月 1 日台內中地字第 8979883 號函停止適用（本文第三

章第三節參照），併此敘明。 

 

茲將解釋文及解釋理由摘錄如下： 

 

一、解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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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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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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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條第

五項規定：「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其立法意旨在於兼顧共有人權

益之範圍內，促進共有物之有效利用，以增進公共利益。同條第一項所稱共有土

地或建築改良物之處分，如為讓與該共有物，即係讓與所有權；而共有物之應有

部分，係指共有人對共有物所有權之比例，性質上與所有權並無不同。是不動產

之應有部分如屬公同共有者，其讓與自得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五項準用第

一項之規定。內政部 77年 8 月 18 日臺內地字第 621767 號函頒修正之土地法第

三十四條之一執行要點第十二點規定：「分別共有土地或建物之應有部分為數人

所公同共有，公同共有人就該應有部分為處分、變更或設定負擔，無本法條第一

項之適用」，於上開範圍內，就公同共有人公同共有不動產所有權之行使增加土

地法上揭規定所無之限制，應不予適用。 

 

二、解釋理由 

1. 共有乃一物之所有權由二人以上共同享有之制度，係基於社會生活需

要而存在，然各共有人因均享有同一之所有權，其權利之行使遂受相

互之限制（民法第八百十九條第二項、第八百二十條、第八百二十八

條參照），自不免影響共有物用益及處分之順利進行，甚而有礙共有

物之自由流通，致生社會經濟上之不利益。 

2.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其立法意旨係在於兼顧

共有人之權益範圍內，排除民法第八百十九條第二項、第八百二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之適用，以便利不動產所有權之交易，解決共有不動產

之糾紛，促進共有物之有效利用，增進公共利益。 

3. 按應有部分乃共有人對共有物所有權之比例，性質上與所有權本無不

同；而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所稱共有土地或建築改良物之處

分，係與變更及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併列，是所謂共

有土地或建築改良物之處分，就讓與該共有物言，即係讓與其所有

權，共有物其他物權之讓與，亦屬該物權之處分。 

4. 況公同共有不動產應有部分之讓與，若得準用土地法上揭第一項規

定，亦可便利不動產所有權之交易，或進而減少共有人之人數或消滅

共有關係，促進共有物之有效利用，實現土地法首揭規定之立法意旨。 

5. 是以，公同共有不動產應有部分之讓與，自得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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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五項準用第一項之規定。內政部因執行土地法之規定，基於職權

固得發布命令，為必要之釋示，然僅能就執行法律之細節性、技術性

次要事項加以規定，其內容更不能牴觸土地法或增加其所無之限制。

執行要點第十二點規定：「分別共有土地或建物之應有部分為數人所

公同共有，公同共有人就該應有部分為處分、變更或設定負擔，無本

法條第一項之適用」，於上開範圍內，就公同共有人公同共有不動產

所有權之行使增加土地法上揭規定所無之限制，應不予適用。 

6. 本解釋附帶指出，讓與公同共有之應有部分與共有型態變更不同，前

者係消滅該應有部分之公同共有關係（參照民法第八百三十條第一

項），後者則係公同共有人將公同共有變更登記為分別共有，係公同

共有人間調整共有物內部之法律關係，兩者不同，不容混淆。 

 

參、綜合評析 

 

若就本法條立法過程觀之，第一項法文，本在規範共有土地及建物全部之

處分，以促進共有不動產之有效利用及社會經濟之發展，與第四項在規定應有部

分之處分者應有區別，已如前述（本文第四章第三節參照）。是故，縱就第一項

法文之文義予以擴張解釋，似仍無法將第一項規定擴張適用及於應有部分之處分
278，故學說或實務認為，本法條第五項準用第一項有關公同共有土地或建物處分

之規定，應僅限於數人就公同共有土地或建物全部為處分時始有其適用，應無疑

問。惟共有物與應有部分形式上雖不具類似性，但將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應有部分

之處分類推適用至共有不動產之處分，使應有部分處分之要件亦得以援用多數決

方式，進而使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基地之應有部分皆得以多數決方式併同處分，不

致因公寓大廈管理條例之施行導致二者皆不得處分之結果，影響共有不動產之有

效利用及社會經濟之發展，實與共有不動產之處分具有同一法律理由。況且區分

所有建物所占基地應有部分，在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建物基地權利一體化之立法政

策下，性質上非不得視為特定或獨立之物279。另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基地之應有部

                                                 
278 王澤鑑謂：適用法律得為限制或擴張解釋，但不得逾越其可能的法律文義。參閱氏著，前揭

文（註 205），頁六五。 
279 許獻進，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對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之影響－兼論區分建物基地持分之獨立

性，萬國法律雙月刊，第八十八期，八十五年八月，頁二三；公同共有之區分所有建物其土

地之應有部分，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申辦分別共有登記之研究，高雄市政府地政處新興

地政事務所八十八年度研究報告，八十八年度研究發展成果報告（二五），頁二八至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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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皆不得以多數決方式處分之結果並非由於立法政策錯誤280，實係因社會變遷經

濟發展之結果，公寓大廈林立，而為民國六十四年土地法修正時立法者所無法預

見，當時增訂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已難以因應由於社會變遷所滋生之複雜

問題，是故，將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應有部分之處分得以比附援引方式類推適用至

共有不動產之處分，實為利益衡量之結果且具有同一法律理由281。準此以言，通

說見解雖認為第一項規定僅限於數人就公同共有土地或建物全部為處分時始有

其準用，然而，土地登記規則增訂第九十六條規定，僅係在實現立法者之價值判

斷，有限度地肯定區分所有建物基地之應有部分為數人公同共有或分別共有亦有

多數決之適用，符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之意旨，難謂為不妥適。 

然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六二號解釋，自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立法

意旨、應有部分公同共有適用多數決之優點及應有部分之性質，肯定公同共有不

動產應有部分之讓與，得依本法條第五項準用第一項之規定，並將執行要點第十

二點規定宣告係增加本法條第一項規定所無之限制，應不予適用，實有商榷之餘

地。應有部分之成分、內容、性質及效力，依學者通說，性質上與單獨所有權雖

無差異，惟應有部分乃所有權分量之一部分282，此分量即為共有人行使其所有權

之範圍，其範圍與共有物所有權全部即有差別。其次，本法條第一項所規定者，

為共有物之處分，規範之客體意涵明確，雖就讓與共有物而言，即係讓與其所有

權，但一為讓與共有物之全部所有權，一為讓與共有物之應有部分，仍有相當之

不同。再者，應有部分公同共有與上述區分所有建物基地之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之

情形，並無相同背景，後者係由於公寓大廈管理條例建物基地權利一體化之目的

導致建物及基地二者皆無法依多數決處分之結果，於公寓大廈林立之今日，影響

共有不動產之有效利用及社會經濟發展至鉅，且區分所有建物所占基地應有部

分，在建物基地權利一體化之立法政策下，或可視為特定或獨立之物，實有其特

殊性及背景因素存在。此外，就法學方法論而言，第一項法文在規範共有土地及

建物全部之處分，與第四項在規定應有部分之處分者不同，縱將第一項法文之文

                                                 
280 所謂立法政策錯誤，乃係關於某項問題，自立法政策言，應設規定而未設規定。惟縱有不當，

亦屬立法論的問題，法院不得藉類推適用，自創法律。參閱王澤鑑，前揭文（註 205），頁六

七。 
281 如何決定類推事項的類似性，王澤鑑認為並非形式邏輯思惟活動，而是一種法律上的判斷。

其舉出我國實務上曾提出的同一法律理由（最高法院四十九年上字第一九二七號判例），利益

衡量或同一的利益狀態（四十九年台上字第一八二號判例）及規範意旨（六十八年台上字第

七七七號判例），並謂此三者用語雖有不同，其內涵則屬相同。參閱氏著，前揭文（註 205），
頁九一。 

282 關於應有部分之性質，學者通說採權利分割說中的數量分割說。參閱李光夏，前揭書（註 8），
頁一０八；李肇偉，前揭書（註 2），頁二一七至二一八；曹傑，前揭書（註 2），頁九八；黃
棟培，前揭書（註 1），頁一一七至一一八；鄭玉波，前揭書（註 2），頁一二０至一二一，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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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予以擴張解釋，仍無法將第一項規定擴張適用及於應有部分之處分，已如前

述。且公同共有應有部分之處分與共有物之處分是否具有類似性而得以類推適

用，以其適用多數決之利益狀態與共有物之處分似有相當差距，復以區分所有建

物基地共有之情形已有特別規定，公同共有應有部分不得準用第一項多數決之規

定，應非法律漏洞而不宜以類推適用方法補充。職是之故，本文以為，內政部為

執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基於職權發布執行要點，其中第十二點規定公同共

有應有部分之處分、變更或設定負擔，無本法條第一項之適用，實係內政部依其

職掌，就第一項法文：「共有土地及建築改良物」之細節性事項加以規定，其內

容並未牴觸或增加土地法所無之限制。倘若如解釋所認為，公同共有不動產應有

部分讓與準用第一項規定之結果，有便利不動產所有權之交易，或進而減少共有

人之人數或消滅共有關係，促進共有物之有效利用，實現本法條之立法意旨等優

點，惟仍非本法條第一項意涵所可涵蓋，而應係立法問題。 

 

 

第三節 人數及應有部分處分要件之準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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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數不予計算。」其中人數及應有部分

之計算，依執行要點第六點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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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法條第

五項規定：「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283」，第一項人數及應有部分之計算

於公同共有之準用方式，依執行要點第十一點規定：「公同共有土地或建物之處

分或變更，除法律或契約另有規定外，以共有人過半數之同意行之。」然而，倘

若於部分分別共有，同時部分應有部分為數人公同共有之不動產共有類型，部分

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處分共有物時，其同意人數及應有部分之計算，於此種混合

                                                 
283 惟依民法第八二八條第一項規定：「公同共有人之權利義務，依其公同關係所由規定之法律或

契約定之。」第二項規定：「除前項之法律或契約另有規定外，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

權利行使，應得公同共有人之同意。」可知公同共有人之權利義務，以法律規定或契約約定

之內容為最優先，其次方得準用本法條第一至第四項規定，故執行要點第十一點規定：「公同

共有土地或建物之處分或變更，除法律或契約另有規定外，以共有人過半數之同意行之」、祭

祀公業土地清理要點第九點規定：「祭祀公業土地之處分或設定負擔，得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

之一第五項規定辦理。但規約另有規定者，不在此限。」及司法判決中，行政法院七十六年

度判字第一 0一三號判決以契約優先於民法第八二八條第二項規定而適用；八十七年度判字

第二四六五號判決以祭祀公業之規約應優先於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而適用等，均屬其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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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共有物究應如何適用或準用，遂產生疑義。其中分別共有部分同意人數及應有

部分之計算較無疑義，有疑問者為應有部分公同共有部分，其人數及應有部分應

如何準用？另該不動產之共有類型，雖為部分分別共有，部分應有部分為數人公

同共有之混合類型，但因係依第一項規定就共有物全部為處分，即有土地法第三

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之準用，併予敘明。 

對之，行政實務上，內政部 81 年 2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8171208 號函釋就

共有土地中，應有部分二分之一分別共有，另二分之一為數人所公同共有，僅公

同共有人之一未同意處分時，認為不符合本法條第一項要件而無其之適用。其理

由為：「公同共有人，就其所公同共有之應有部分二分之一行使其權利時，應依

民法第八百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司法判決上，行

政法院八十六年度判字第三０三九號判決針對類似案例284，僅公同共有人之一不

同意時，亦認定無本法條第一項之適用，其理由為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

有而無所謂應有部分存在。 

按共有人應有部分多寡之決定，應依共有關係發生原因而定，基於當事人

意思而生之共有，依其意思；基於法律規定而生之共有，依法律規定；判例有謂

按出資比例而定者（二十九年上字第一０二號判例），若無法以上述三者決定，

即屬應有部分不明285，推定其為均等286。另公同共有存在潛在應有部分為通說見

解，已如前述，其（潛在）應有部分之決定，亦應依其公同關係成立原因而定（民

法第八二八條第一項），依法律規定而發生的公同關係，例如遺產繼承人公同關

係之潛在應有部分為其應繼分（民法第一一四四條）；依契約訂定所建立之公同

關係，例如合夥關係就合夥財產之股份（民法第六八三條）；依習慣成立之公同

關係，例如祭祀公業派下之房份（或稱為派下權比率）、神明會之會份等，此外，

應僅於其潛在應有部分不明時，方得推定為均等287。故第一項人數及應有部分之

計算，於一般公同共有物應如何準用，學說288及多數司法判決289認為，公同共有

                                                 
284 本案例為應有部分二分之一、另二分之一為七人公同共有之共有物處分案。 
285 所謂不明，乃無由知共有發生之原因以確定其應有部分也。參閱李肇偉，前揭書（註 2），頁
二一九至二二０。 

286 梅仲協，前揭書（註 10），頁三九七至三九八；李光夏，前揭書（註 8），頁一０九；李肇偉，

前揭書（註 2），頁二一九至二二０；曹傑，前揭書（註 2），頁一００；倪江表，前揭書（註
8），頁一二二；黃棟培，前揭書（註 1），頁一一九；鍾煥新，前揭書（註 2），頁一一八；姚
瑞光，前揭書（註 2），頁一一九至一二０；謝在全，前揭文（註 2），頁一０二；鄭玉波，前
揭書（註 2），頁一二０；王澤鑑，前揭書（註 22），頁三三二；蘇茂秋，前揭文（註 28），
頁三十。 

287 最高法院八十六年台上字第三 0七一號判決即認為：公同共有人之權利義務，依其公同關係

所由規定之法律或契約定之，為民法第八百二十八條所明定，是公同共有人於分割共有物以

前，不得援用民法第八百十七條第二項應有部分均等之推定。 
288 李鴻毅，前揭書（註 126），頁一五０；謝在全，前揭書（註 11），頁二一。另王澤鑑亦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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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動產之處分、變更及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或典權，應以公同共有人過

半數及其應有部分（潛在）合計過半數之同意行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

二者，其人數可不予計算。 

權利之公同共有，因非物之公同共有，非屬本法條第一項規範客體（本章

第二節參照），然而，其與本文所論述者，係就部分分別共有、部分公同共有之

共有土地全部為處分者，情形不同。部分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處分此種混合型共

有土地時，分別共有部分同意人數及應有部分之計算，依執行要點第六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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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權利公同共有之部分，其計算方式，應

與上述一般公同共有物同，即應將同意之公同共有人數及其（潛在）應有部分均

納入計算，以公平考量各公同共有人權利範圍之大小，避免損及公同共有人權

益，不應因屬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混合之型態而有差別待遇。另自執行要點第六

點但書規定：「但共有人死亡者，以其繼承人數及繼承人應繼分計入計算。」以

觀，其中應繼分即為公同共有人之潛在應有部分，執行要點亦已將混合型共有物

之公同共有人潛在應有部分納入計算。是以，本文以為，不動產之共有類型，倘

為部分分別共有，同時部分應有部分為數人所公同共有者，部分共有人依第一項

規定處分共有物時，其同意人數及應有部分之計算，應將同意處分之共有人（含

公同共有人）人數及應有部分（含公同共有人潛在應有部分）均納入計算範圍。

前述內政部81年 2月 18日台內地字第8171208號函釋及行政法院八十六年度判

字第三０三九號判決就應有部分二分之一為分別共有，另二分之一為數人所公同

共有之共有土地處分案，僅公同共有人之一未同意處分時，認定與本法條第一項

要件未符而無其適用之見解，造成部分混合型共有不動產無法適用第一項多數決

而處分之結果，有違本法條第一項立法意旨並增加第一項規定所無之限制，不具

妥適性而有檢討之必要。 

 

 

第四節 公同共有人是否具優先購買權分析 
                                                                                                                                            
公同共有之準用，於繼承時應以繼承人數過半數及應繼分合計已過半數合意處分；祭祀公業

之管理人經派下過半數及其應有份數過半數之同意得為處分。［氏著，前揭書（註 22），頁三
八八，三八九，註 1。］此外，陳榮隆認為處分公同共有物之結果，將導致共有人對該共有

物消滅公同共有關係，是否得不考慮其應有部分，更值商榷，亦可資參照。［氏著，前揭文（註

87），頁六三，註 19。］ 
289 最高法院六十八年台上字第二八五七號判例、七十年台上字第一二九二號判決、八十四年台

上字第六八號判決。惟仍有認為準用方式為人數過半數者，參閱行政法院七十年度判字第一

一０二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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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法條第五項規定：「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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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規

定第五項準用第四項，則公同共有人是否有第四項優先購買權之適用？由於公同

共有雖有應有部分，然於公同關係存續中，公同共有人因受其共同目的之拘束，

尚無法就其對於個別公同共有物之潛在應有部分為處分，已如前述，故若肯定公

同共有人具有優先購買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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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行政實務上，內政部函令採否定見解，以公同

共有人無所謂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人處分其公同共有之土地，並非分別共有人處

分其應有部分，進而認為公同共有人於公同共有物出賣時無優先購買權290；司法

實務則有持肯定見解者，以依本法條第五項、第四項之規定，公同共有人自有優

先承購權291；至於學說上亦有採肯定見解者，認為共有物出賣時，分別共有人得

依第四項規定行使優先購買權，故依多數決出售公同共有不動產時，本於準用第

一項規定時，公同共有人之潛在應有部分應合併計算之見解，不同意之他公同共

有人宜解為亦得行使優先購買權292。 

由於法律明文規定“準用＂，於決定能否將第四項分別共有之優先購買權

規定準用於第五項公同共有之前，即有必要先就本法條規範分別共有物與公同共

有物二者處分之目的、功能及性質，加以探討293。自本法條立法過程觀之，其規

定共有物與公同共有物得以多數決處分，係於兼顧共有人權益之範圍內，排除民

法處分應經共有人全體同意規定之適用，以便利共有不動產所有權之交易，促進

共有物之有效利用，增進公共利益（本文第二章、釋字第五六二號解釋參照），

                                                 
290 78 年 1月 10日台內地字第 666754號函表示：「祭祀公業處分其公同共有之土地，其非分別共
有人處分其應有部分，亦無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五項準用同法條第四項規定餘地，即

公同共有人無優先承買權可言。」91 年 8月 27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0085067號函略以：依民

法第八二七條規定，各公同共有人於未分割共有物前，尚無所謂「應有部分」，其既無應有部

分，自無法踐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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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故公同共有土地之出售，公同共有人尚不得主張以同

一價格優先承購。 
291 行政法院八十一年度判字第一九七七號判決：「祭祀公業財產屬派下員公同共有，是依土地法

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五項規定，原告對於系爭土地自有優先承購權。」最高法院八十一年度台

上字第六九０號判決：「⋯祭祀公業派下員對於祭祀公業之不動產，係屬公同共有，依土地法

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五項、第四項之規定，共有人之優先承購權，於公同共有準用之。則祭祀

公業之不動產出賣時，公同共有人（即派下員）即有優先承購權。」 
292 謝在全，前揭書（註 11），頁二一。 
293 王澤鑑認為：「準用規定之適用，在法學方法論上，必須探究準用事項及準用規定之目的、功

能及性質，以決定其準用範圍。此非為單純邏輯推理，而是利益衡量及價值判斷問題。」參

閱氏著，地上權之時效取得，收錄於氏著，民法學說與判例研究（二），八十五年十月，自版，

頁三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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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之目的與功能並無差異。惟公同共有與分別共有性質上仍有區別，此如：發

生原因、所有權歸屬、得否處分應有部分、共有消滅（得否隨時請求分割）等之

不同294，至於此性質上之差異，是否足供認定公同共有無優先購買權之準用，仍

待探討。 

實際上，公同共有與分別共有發生原因、所有權歸屬及得否隨時請求分割

之不同，並非影響公同共有人行使其優先購買權之因素，與優先購買權有相當關

聯性者，為得否處分其應有部分之差別。自本法條第四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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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之，共有人行使

其優先購買權，似須以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為要件，則公同共有雖有應有

部分，但於公同關係存續中因不得自由處分，即無法符合上述規定之要件，似難

謂得以直接準用。 

然而，分別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並非僅侷限於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

學說或實務多數見解並肯定共有物出賣時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以保護不同意

共有人權益或平衡共有人利益（本文第四章第三節參照）。共有之型態，依我民

法所規定者，雖有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之區分，然共有人對於共有物之所有權，

均受法律之保護，則在共有物出賣時，既已肯定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以保護

未同意處分共有人之權益，於公同共有物出賣時，如再否定他公同共有人之優先

購買權，顯然忽略他公同共有人權益之保障，不僅與平等原則未符，亦有矛盾之

處。況部分共有人通謀以低價出賣共有不動產之情形，於公同共有不動產同難以

避免，而部分公同共有人依第一項出賣公同共有物後，他公同共有人之所有權將

歸於消滅，權利影響極大，若為貫徹立法上共有人間權益之均衡及他共有人權益

保障之價值判斷，更應肯定公同共有物出賣時他公同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 

惟於方法論上，尚難藉由準用方式，直接適用第四項規定以肯定他公同共

有人之優先購買權，已如前述。另共有物出賣時，有主張採類推適用本法條第四

項之規定，使他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亦有主張應立法明文規定賦予他共有人

優先購買權者（本文第四章第三節），則在公同共有物出賣時，基於相同理由，

亦得類推適用第四項之規定，使他公同共有人同亦享有優先購買權；至若立法明

文賦予他共有人優先購買權後，更得以準用方式直接適用，固不待言。 

據上所述，否定公同共有人有優先購買權者，係以公同共有不存在應有部

分為立論基礎，惟公同共有亦有應有部分，僅不得自由處分罷了，故否定說之理

由似嫌不足。尤其，於學說或實務多數見解針對共有物之出賣，已肯定他共有人

                                                 
294 詳細內容請參閱李肇偉，前揭書（註 2），頁二三四至二三五；鍾煥新，前揭書（註 2），頁一
二九；謝在全，前揭書（註 11），頁三十至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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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優先購買權，以保護他共有人權益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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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與平等原則有違而待商榷。況且，部分共有人通謀以

低價出賣共有不動產之情形，於公同共有不動產同難以避免，因此，當有必要肯

定他公同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以貫徹立法上兼顧共有人權益之價值判斷。儘

管，於方法論上難直接以準用方式，但共有物與公同共有物以多數決處分之立法

目的與功能係同一，基於同一理由，即得類推適用第四項規定，以使他公同共有

人同亦享有優先購買權。 

 

 

第五節 小結 

 

本法條第五項規定：「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第一項處分要件

及第四項優先購買權規定，於公同共有究應如何準用，因學說及實務較少論及，

本章乃就第一項準用問題，針對應有部分為數人公同共有是否屬第一項規範客體

「共有土地或建築改良物」範圍之內、共有人數及應有部分之計算方式，於混合

型共有不動產應如何準用以及第四項規定之優先購買權於公同共有應如何準用

問題，分析並加以探討。  

關於應有部分為數人公同共有是否屬本法條第一項之準用客體問題，九十

二年修正前執行要點第十二點明文將應有部分公同共有之情形排除適用，卻導致

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基地之應有部分為數人公同共有時，建物得依第一項規定辦

理，但基地之應有部分不得依第一項規定處分，造成權屬分離。於公寓大廈管理

條例施行後，更致使公同共有建物及基地之應有部分皆無法適用第一項多數決規

定，直接限制了本法條在區分所有建物之適用。有鑑於此，內政部特以土地登記

規則第九十六條規定，使共有及公同共有建物及基地之應有部分有第一項多數決

規定之適用。除此之外，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六二號解釋，更自本法條立法意

旨、應有部分公同共有適用多數決之優點及應有部分之性質，肯定公同共有不動

產應有部分之讓與，得依本法條第五項準用第一項之規定，並將執行要點第十二

點規定宣告係增加本法條第一項規定所無之限制，應不予適用。 

若就本法條立法過程觀之，第一項與第四項法文所規範之客體不同，故無

法將第一項規定擴張解釋適用及於應有部分之處分。惟慮及區分所有建物所占基

地應有部分得視為特定或獨立物之性質及社會變遷經濟發展之結果致其無法以

多數決方式處分之背景因素，應肯定基地應有部分之處分得類推適用共有不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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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處分。另一方面，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六二號解釋肯定公同共有不動產應有

部分之讓與有多數決規定之準用，並將執行要點第十二點規定宣告不予適用，即

有疑問。蓋應有部分範圍與所有權全部不僅有所差別，且本法條第一項規範之客

體為共有物，意涵明確，而應有部分公同共有與區分所有建物基地之應有部分公

同共有之情形，並無相同背景，另就法學方法論而言，無法將第一項規定擴張解

釋適用及於應有部分之處分，亦難以類推適用方法補充。綜上，本文以為，土地

登記規則增訂第九十六條之規定，僅係在實現立法者之價值判斷，難謂為不妥

適；至於執行要點第十二點原規定之內容並未牴觸或增加土地法所無之限制，司

法院大法官釋字第五六二號解釋實有待商榷之處。  

至於本法條第一項人數及應有部分之計算方式，於混合型共有物應如何準

用問題，由於一般公同共有物係將同意之公同共有人數及其（潛在）應有部分均

納入計算，基於同一理由，不動產之共有類型，倘為部分分別共有，同時部分應

有部分為數人所公同共有者，部分共有人依第一項規定處分共有物時，其同意人

數及應有部分之計算，應將同意處分之共有人（含公同共有人）人數及應有部分

（含公同共有人潛在應有部分）均納入計算範圍，以公平考量各公同共有人權利

範圍之大小，避免損及公同共有人權益，更不宜因屬全部公同共有或部分分別共

有與部分公同共有之混合型態而有差別待遇。是故，內政部 81年 2 月 18 日台內

地字第 8171208 號函釋及行政法院八十六年度判字第三０三九號判決就應有部

分二分之一為分別共有，另二分之一為數人所公同共有之共有土地處分案，僅公

同共有人之一未同意處分時，認定與本法條第一項要件未符而無其適用之見解，

造成部分混合型共有不動產無法適用第一項多數決而處分之結果，有違本法條第

一項立法意旨並增加第一項規定所無之限制，不具妥適性而有檢討之必要。 

此外，第四項優先購買權規定應如何準用，自本法條第四項規定觀之，似

須以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為要件，則公同共有因不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

即無法符合規定要件，難謂得以直接準用。然而，學說或實務多數見解已肯定共

有物出賣時他共有人之優先購買權，以保護不同意共有人權益，他公同共有人之

權益，同亦應受保護，故應肯定他公同共有人亦享有優先購買權，而於方法論上，

則可類推適用第四項規定使他公同共有人享有優先購買權。 

依上所述可知，公同共有不動產處分之準用問題，主要為本法條第一項客

體及處分要件以及第四項優先購買權之準用問題。自本法條立法過程觀之，第一

項規範客體為共有土地及建物，意涵明確，然而實務上卻予以擴張適用至應有部

分公同共有（釋字第五六二號解釋）及區分所有建物基地共有或公同共有之情形

（土地登記規則第九十六條）；第一項人數及應有部分之處分要件於公同共有之

準用，由於公同共有亦有其應有部分，自應納入計算範圍，以符合公平原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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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作法卻將共有與公同共有混合型共有不動產之處分，認定公同共有部分應經公

同共有人全體同意，否則不得依第一項規定處分，明顯對於公同共有物與混合型

共有物有差別對待之情形；第四項優先購買權雖係規定應有部分之優先購買權，

然於學說與實務肯定共有物出賣時他共有人應有優先購買權之時，行政實務仍否

定他公同共有人優先購買權之作法，是否忽視他公同共有人權益而有差別待遇之

現象？以上種種，衡諸準用事項性質上之差異、時代背景之因素、本法條之立法

目的及平等原則之考量，即應有所解答。 

 1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