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共有土地處分實務與技巧 

- 相 關 議 題 探 討 
 

 

主講人：高 欽 明  講師 

 

 

講師學經歷：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長(現任) 

臺北市政府                  市政顧問 

德霖技術學院不動產經營學系 兼任副教授(現任) 

台北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       委員(現任) 

台北市地政士公會           榮譽理事長 

翔嵩地政士事務所                 所長 

 

 

 

 



2 

 

警  語 

★本講義內容僅為參考，不得作為最終結論。學員參

考引用若涉法律問題，應謹慎小心求證。更不得有洩

露造成個資外流，否則應自行負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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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土地「所有」的演進 

土地共有型態分類表 

種類 
區別 

導源 基礎 型態 權能 

總有 導源於日耳

曼村落共同

體 

基於共同體

關係 

各構成員無

「應有部分」 

不得處分，亦

不得請求分

割 

合有 

(公同共有) 

導源於日耳

曼村落共同

體 

基於公同關

係 

各共有人有

潛在的「應有

部分」 

在公同關係

存續中,不得

請求分割,處

分共有地須

全體同意 

共有 

(分別共有) 

導源於羅馬

法 

基於人或物

之集合 

各共有人有

「應有部分」 

以得自由請

求分割為原

則,並得自由

處分應有部

分 

 

依上述分類表，可將共有型態區分別為總有、共有（分別共有）、合有（公

同共有）三種型態，而我國民法所規定者，僅「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

二種型態（民法第817條至第830條）；另民法第831條規定於所有權以外的財

產權由數人共有或公同共有準用之，此謂「準共有」或「準公同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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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民法分類 

民法 765條：「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

物，並排除他人之干涉。」 

甲、單一所有權 

乙、共有型態： 

1、公同共有 

2、分別共有 

3、準共有 

參、共有之介紹(民法 817~831) 

1、一物一權主義。 

2、共有物：民法第 817條：「數人按其應有部分，對於一物有所有權者，為共有

人。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不明者，推定其為均等。」 

3、共有：數人共同享有一物所有權之狀態。。 

4、應有：各共有人對於共有物之所有權享有權利之一定比例。 

5、應有部分的意義：乃共有人基於共有關係對所有權權益在分量上應享有之部

分，係乃抽象的存在於共有物之任何一部分，其效力涵攝範圍及於共有物之

每一部分乃至每一個極小之點，而非具體侷限於特定部分；既非所有權標的

物之劃分，亦非所有權作用之割裂，乃各共有人行使其權利範圍之比例。既

為所有權之量的分割，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互為同種同質，不過比例有異，

其性質效力，與完全所有權並無不同。 

肆、共有發生原因 

(一)基於當事人意思 買賣 

1.共同承受一單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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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共同承買共有土地全部 

3.共同承受分別共有土地之應有部分 

4.單獨承買單獨土地之一部分=>共有 

5.單獨承買分別共有土地之應有部分 

(二)基於法律規定：民1151未分割遺產.公同共有、民667合夥、民1017夫妻

財產(婚前婚後財產) 

(三)基於習慣 

祭祀公業(最高法院39年台上字第364判例) 

神明會(72年台上字第1174號判決) 

祭田(大理院18年上字第34號判例) 

祭產(司法院院字第895號解釋) 

伍、共有型態： 

1、分別共有 

意義 依據 處分方式 

所有權人按其應有部分

之比例，共同持有同等土

地所有權，並對共有物之

全部，按比例有使用收益

之權利。 

民法第817條規定：數人

按其應有部分，對於一物

有所有權者，為共有人。

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不

明者，推定其為均等。 

民法第818條規定：各共

有人，除契約另有約定

外，按其應有部分，對於

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

益之權。 

民法第819條規定：各共

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

部分。共有物之處分、變

更、及設定負擔，應得共

有人全體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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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同共有 

意義 依據 處分方式 

所有權人共有，不分多少

比例、持有同等土地之所

有權，而其共有之權利及

於共有土地之全部，而權

利之行使需全體共有人

之認可同意。 

民法第827條規定：依法

律規定、習慣或法律行

為，成一公同關係之數

人，基於其公同關係，而

共有一物者，為公同共有

人。前項依法律行為成立

之公同關係，以有法律規

定或習慣者為限。各公同

共有人之權利，及於公同

共有物之全部。 

民法第828條規定：公同

共有人之權利義務，依其

公同關係所由成立之法

律、法律行為或習慣定

之。第八百二十條、第八

百二十一條及第八百二

十六條之一規定，於公同

共有準用之。公同共有物

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

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

同意。 

繼承遺產、合夥財產、祭

祀公業財產或夫妻共同

財產制之共同財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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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分別共有公同共有併存 

意義 型態 處分依據 處分方式 

起 先 為 分 別 共

有，惟經過一段時

間後，其中某共有

人死亡，其繼承人

未 辦 理 繼 承 登

記，或已辦妥公同

共有繼承，該土地

即變為兼具分別

共有及公同共有

之共有關係。 

全體公同共有人

與其他分別共有

人間仍屬分別共

有，處分其公同共

有之應有部分，且

另有其他分別共

有部分之共有人

同意處分全部共

有物。 

土地法第34條之1

第1項之規定，人

數已過半數，或其

應 有 部 分 超 過

2/3，應即得依該

項規定處分全部。 

執行要點第六點

第三款：分別共有

與公同共有併存

之土地或建物，部

分公同共有人已

得依本法條規定

處分其公同共有

之應有部分，且另

有分別共有之共

有人同意處分全

部共有物者，於計

算本法條第一項

共有人數及其應

有部分時，該公同

共有部分，以同意

處分之人數及其

1.已辦妥公同共

有繼承(有土地

法第34條之1適

用) 

2.未辦妥公同共

有繼承(無土地

法第34條之1適

用) 

3.一次處分共有

物(公同共有全

部，應有部分，

合併一起處分) 

4.處分公同共有

應有部分(大法

官釋字562號執

行要點第2點) 

5.處分公同共有

應有部分與分

別共有部分(全

部 )(34-1執行

要點第6點第3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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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應有部分併

入計算。 

6.處分優先承買

權 

 

4、準共有 

民法第 831條規定：本節規定，於所有權以外之財產權，由數人共有或公同

共有者準用之。 

 

陸、土地法第 34條之一 

Ⅰ、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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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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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Ⅲ、第一項共有人，對於他共有人應得之對價或補償，負連帶清償責任。於為權

利變更登記時，並應提出他共有人已為受領或為其提存之證明。其因而取得

不動產物權者，應代他共有人申請登記。 

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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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Ⅴ、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 

Ⅵ、依法得分割之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有人不能自行協議分割者，任何共

有人得申請該管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調處，不服調處者，應於接到調

處通知後十五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屆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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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共有物處分示意圖 

 

 

捌、要件 

人數及應有部分之計算 

1、分別共有 

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應有部分合計

逾三分之二，其人數不予計算 

○1 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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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公同共有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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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以下簡稱本法條）規定，部分共有人就共有

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以下簡稱建物）為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

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就共有物之全部為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

一執行要點第一點） 

○3 部分共有人依本法條規定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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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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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10點(一)） 

○4 本法條第一項所稱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指共有人數

及應有部分合計均超過半數；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指應有部分逾

三分之二者，共有人數可以不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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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六點

Ⅰ） 

2、公同共有（有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的適用） 

應有部分可否準用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 

○1 前四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五項） 

○2 共有土地或建物之應有部分為公同共有者，該應有部分之處分、變更及

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得依本法條規定辦理。（土地

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二點） 

○3 土地或建物之全部或應有部分為公同共有，部分公同共有人依本法條規

定出賣該共有物全部或應有部分時，他公同共有人得就該公同共有物主

張優先購買權，如有數人主張時，其優先購買權之範圍應按各主張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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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權人之潛在應有部分比率計算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

第十點（十一）） 

○4 前項共有人數及應有部分之計算，於公同共有土地或建物者，指共有人

數及其潛在應有部分合計均過半數。但潛在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

其共有人數不予計算。各共有人之潛在應有部分，依其成立公同關係之

法律規定、習慣或法律行為定之；未有規定者，其比率視為不明，推定

為均等。（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六點Ⅱ） 

 

問題： 

一、全部處分 VS應有部分 

執行要點第一點 VS執行要點第 10點(一) 

二、人數如何計算 

土地登記簿謄本 VS戶籍謄本 

 

○5 公同共有土地是否均能之準用之。 

○6 準用、適用、類推適用。 

適用、準用，與類推適用，如何分辨？ 

適用： 

直接引用該條文之謂。只要符合條文之規定，則直接適用該條文。 

以不動產所有權的時效取得為例，若事實符合民法769-770條，便可

主張適用條文規定，取得不動產所有權。 

 

準用： 

是「法律上有明文規定」準用其他條文的規定。乃基於若重複規定難

免造成法律條文繁雜，因此明定準用其他條文，目的在精簡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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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權之時效取得為例，依照民法772：768-771的規定，於所有權以

外財產權之取得準用之。 

 

類推適用： 

遇有立法者疏忽而「漏未規定」者，基於法律之公平正義，「相類似

事項，應該為相類處理」原則，以「類推適用」之方法，彌補法律之

空缺。 

以地役權相鄰關係為例，修法前：所有權所規定的相鄰關係，在地上

權、永佃權上都有明文準用的規定；地役權卻漏未規定。惟，地役權

仍有規定相鄰關係之必要。在法律未修正前，利用類推適用的方法讓

他在解釋上仍可以主張相鄰關係。 

 

3、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併存 

公同共有人已得依本法條規定處分其公同共有之應有部分，且另有分別共有

之共有人同意處分全部共有物者，於計算本法條第一項共有人數及其應有部

分時，該公同共有部分，以同意處分之人數及其潛在應有部分併入計算。（土

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六點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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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人數計算探討 

一、請分析Ａ、Ｂ、Ｃ、Ｄ、Ｅ各土地有無土地法第34條之１適用？ 

  A B C D E 

4/10 ○1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2/10 ○2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1/10 ○3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1/10 ○4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1/10 ○5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1/20 ○6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1/20 ○7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二、請分析Ａ、Ｂ、Ｃ、Ｄ、Ｅ上（公同共有與分別共有併存）各土地上有無土

地法第34條之1適用？ 

  A B C D E 

1/2 ○1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1/10 ○2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1/10 ○3  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4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公同共有 ○5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3/10 ○6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7  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同意 同意 

       
 

 

 



17 

 

拾、土地法第34條之1是否需整筆移轉，

有無例外？ 

 

例外： 

1、公同共有應有部分全部之處分（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62號解釋） 

2、共有物之應有部分，係指共有人對共有物所有權之比例，性質上與與所有權

並無不同 ，是不動產之應有部分如屬公同共有,其讓與自在土地法第34條之

1適用範圍內。 

土地登記規則第96條（共有區分所有建物之處分） 

3、合建分地： 

（1）全部土地合建 

（2）債權人基於債的關係可向債務人請求給付 

（3）合建房屋約定分配房、地就分配土地而言即土地處分非無土地法第三十四

條之一適用（76年台上字第2214號判決） 

（4）土地法第34條之一1執行要點第三點：「本法條第一項所稱處分，指法律上

及事實上之處分。但不包括贈與等無償之處分、信託行為及共有物分割。」 

 

合建是一事實上處分給付房屋約定分配土地包括法律及事實上處分 

士林法院９９年度重訴字第１１８號民事判決 

７６年台上字第２２１４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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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承受對象是否需以共有人以外的

第三人為限，得否為第一項共有

人？但他共有人可否為承受人？ 

 

探討：最高行政法院91年度判字第214號判決 

（一）背景分析 

本案乃有原告甲(持分>3分之2)及他共有人 A.B,甲將共有土地全部出售給予共

有人以外之第三者 C。 

Ａ主張優先承購，B未主張優先承購，A主張可買受甲與 B之應有部分，合計自

己應有部分，共計取得全部土地。 

詎送件至台南地政事務所，台南所以按部分共有人處分共有土地，而由共有人之

一承受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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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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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見解前經法務部71年2月23日法律決字

第2147號函認為本案所有權移轉係原告與共有人間應有部分之移轉，不宜解為

「共有土地之處分」自不能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辦理，而予駁

回。 

 

1、91年度判字第214號判決內容分析 

惟本人認為最高行政法院91年度判字第214號判決，僅係對他共有人行使優先購

買權之結果是否及於未表示優先承購之共有人所做出判決，即他共有人中若有五

人，一人主張優先承購，其餘四人在十日內均未做任何意思表達，而該主張之共

有人之優先承購效力是否亦達於其他未表示優先承購之共有人，該判決並未就依

第一項共有人所為之處分，其相對人是否可為多數共有人再做出解釋。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所謂的「處分」是指移轉、設定、變更或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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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權利，物的權利基於當事人的意思所為的變動，必須在不同的權利人之間發

生變動，因此相對人必指處分人以外之人，並無處分給自己的道理，否則如何發

生變動（謝哲勝教授見解）。 

2、民法第345條,一方移轉財產權  一方支付價金 

內政部96.4.14內授中辦地字第0960044268號函 

行政法院91年度判字第214號裁判 

再查內政部八十年三月十四日台內地字第九○七六四二號函釋，則依「土地法第

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一項「依本法條規定，部分共有人就共有土地或建築

改良物（以下簡稱建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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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執行要點第十項

第一款（已修正為第十一項第一款）及法務部見解，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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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取得共有土地處分權之共有人，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處分共有土地時，增加

「1、應先就其應有部分通知他共有人是否願意優先購買」之限制，難謂合法，

已如前述；2、復規定他共有人不願購買多數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時，多數共有人

「自應將共有物全部移轉予共有人以外之第三人」云云，另再增加土地法第三十

四條之一第一項所無之限制，不能說明該共有物之承受人，不得為共有人之一之

法律上理由，亦應不予適用。 

3、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出售時，其承受人得為共有人，但此共有人是第一

項共有人或者是他共有人，在學說或實務上並未言及，本人認為此承受之共有人

為他共有人，而不得為第一項共有人似較合理 

4、承買人與出賣人將立於相同，與民法第345條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

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之規定不符,其出售面積及應有持分應

如何計算（其到底是第一項共有人或是他共有人？）其是否有違背出賣人及承買

人兩個主體及雙方意思表示合意之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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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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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須有出賣人及買受人兩個主體，乃雙方意思表示合意，債務人若基於不

動產被拍賣時參與投標，將同時兼具出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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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有無代理問題 

（1）多數共有人將自己的應有部分賣給自己 

（2）代理他共有人將他共有人自己的應有部分賣給自己 

（3）有無違反買賣本質 

（4）有無違反多方代理 

 

7、契約成立要件 

（1）契約成立需有雙方當事人 

（2）契約為雙方當事人相互對立之意思表達 

（3）雙方當事人的意思表示須趨於一致 

8、本條項所規定之優先承購權，係屬訂立買賣契約之請求權。須以共有人有效

出賣其應有部分與第三人為基礎，苟共有人與第三人間之出賣行為根本無效，亦

即自始不存在，則所謂優先購買權即無從產生（最高法院六十五年台上字第二一

一三號判決）。 

9、依本法第一項規定出售不動產所訂立之買賣契約僅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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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存在，承買之共有人僅立於承買一方，出賣人則為同意出售之共有人（第一

項共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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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件。 

10、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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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共

有人，較符合買賣之要件。 

11、101年2月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650079號令 

部分公同共有人或分別共有人不得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就共有土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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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改良物全部處分或設定用益物權予同意處分或設定用益物權之共有人之一

或數人 

 

拾貳、共有物出售時，承受人為共有人

之一，他共有人有無優先承買權？ 

(兼論共有土地第一項共有人出

賣共有物予他共有人時，其他共

有人有無優先承買權) 

共有人優先購買權之順序，本法條並未規定，學說上主張應依應有部分比例

共同購買為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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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於行政

實務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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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認為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既無損他共有人權益，且由共有人之一承受

已符合本條項減少共有人數、簡化他共有關係之立法目的，應採否定見解為宜。

惟為了符合法條意旨明確亦贊成提出修法之字句。如除買受人為共有人外…其共

有人無優先承買權。 

惟共有物出售時，承受人為共有人，他共有人有無優先承買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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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於共有不動產出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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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按其與承買人之應有部分比例共同購買，以貫徹立法上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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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權益衡平之價值判斷，但仍應立法為妥適。 

拾參、共有人間互為買賣應有部分，他

共有人無先買權 

要旨：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共有人出賣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

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其立法意旨無非為第三人買受共有人之應

有部分時，承認其他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簡化共有關係。 

若共有人間互為買賣應有部分時，即無上開規定適用之餘地。相對人既為土地共

有人之一，則其於執行法院拍賣程序中買受共有人陳甲、陳乙之應有部分，其他

共有人即不得主張優先承購權。 

民國72年03月09日最高法院72年台抗字第94號民事判例 

 

拾肆、34-1的優先購買權，僅具債權效

力 

要旨：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他共有

人固得以同一價格優先承購。惟此僅有債權效力。非如承租土地建築房屋

之人，對於出租人出賣其土地時之優先購買權，具有相對的物權之效力。 

民國68年10月17日最高法院68年台上字第3141號民事判例 

 

要旨：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之優先購買權，係屬債權性質，此由該條項

用語，與同法第一百零四條第二項及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五條第三項

用語不同，可以知之。被上訴人相互間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之買賣，既經

辦畢所有權移轉登記，則上訴人本於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之

優先承購權，請求塗銷被上訴人間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及將該應有部分出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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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移轉登記於伊，即無可准許。 

民國66年05月26日最高法院66年台上字第1530號民事判例 

 

拾伍、34-1之優先購買權僅債權效力，

倘買賣已發生物權變動效力，其

他共有人自無主張買賣無效之餘

地 

案情：A、B共有甲地，各1/2。A之持分遭法院拍賣，C拍定後，法院未完成對 B

的優先購買權通知程序，即發給 C權利移轉證明書。B不服提出訴訟 

法院見解：不動產經拍賣後，買受人自領得權利移轉證書之日起，取得其所有權，

而債權人承受債務人之不動產者亦同。 

又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其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優先承購，惟此僅有債權

效力，故共有人原與第三人所定買賣契約，自不因其他共有人行使優先購買權而

失其效力。倘共有人將應有部分賣給第三人，並移轉其所有權，其他共有人不得

主張買賣無效，而塗銷登記。 

至法院拍賣共有人之應有部分，經其他共有人以外之第三人應買而拍定，如未完

成法定優先承買程序，即應准該第三人應買，其他共有人自無主張買賣無效之餘

地。 

最高法院99年台上字第1999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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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陸、既已完成買賣登記，他共有人即

不能再主張優先購買權 

案情：A、B、C、D 共有甲地，各1/4。A、B、C 以34-1將甲地出售給 E，並已登

記完畢。D以優先購買權受侵害，請求法院判決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 

法院見解：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之優先承購權，出賣應有部分之共

有人之通知義務，純屬共有人間之內部關係，共有人未踐行此項通知義務，僅生

應否負損害賠償責任問題，對於出賣處分之效力，尚無影響。 

若本件土地共有人即 A、B、C將甲地出賣 E，並已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自無許

D再主張優先承購權，撤銷被 A、B、C與 E之間買賣行為，並塗銷該應有部分移

轉登記之餘地。 

最高法院77年台上字第166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2350號民事 

 

拾柒、優先購買權之行使，以所有人與

第三人間買賣契約有效存在為要

件 

優先購買權，乃先買權人於該不動產出賣於第三人時，有權向不動產所有人

以意思表示，使其負有移轉其不動產於自己，而自己負有支付所有人原與第三人

所約定代價之義務，為形成權之一種，此形成權之行使，須以行使時所有人與第

三人間有買賣契約之存在為要件。苟共有人與第三人間之出賣行為根本無效，亦

即自始不存在，則所謂優先購買權即無從發生。（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2113號

民事判例） 

又契約有預約與本約之分，預約權利人僅得請求對方履行訂立本約之義務，

不得逕依預定之本約內容請求履行；而買賣預約，非不得就標的物及價金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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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為擬定，作為將來訂立本約之張本，但不能因此即認買賣本約業已成立。 

買賣契約書記載，「甲、乙雙方簽訂買賣預約時，乙方所交付之訂金陸仟萬

元，轉為第一期買賣價金」等語。顯示行使優先購買權時，甲、乙間就系爭土地

似僅達成買賣之預約，而非成立買賣本約。據以為先買權之通知，無效！ 

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1410號民事判決 

 

拾捌、共有人主張優先承買權，是何種

權利？ 

司法見解 

1.共有人主張優先購買出賣者之應有部分為法定形成權 

（最高法院87年台上字第277號判決；最高法院67年度第5次民事庭庭推總會決議） 

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指在解決土地共有權利行使之困難，便捷共有人對

共有土地之迅速有效處分。且為減少共有人人數，促進不動產之有效利用及消除

共有而生之糾葛，故於同法條第4項規定不同意出賣之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

或單獨優先承購。此項優先承購權係屬法定形成權之性質，自不容許當事人任意

予以限制或剝奪。 

司法見解 

2.共有人依同條第1項出賣共有土地，就該共有人而言，仍為出賣其應有部分，

不過對應有部分較少之共有人應有部分有權代為處分而已，故不同意出賣之他共

有人有優先承購買權 

（司法院79.10.29廳民一字第914號函復臺高院見解） 

 

討論：很多人提說他共有人主張優先承買，第一項共有人就說買賣已解除契約，

他共有人就優先承買無效對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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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等4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貴巿大安區辛亥段三小段5□1地號土地，

他共有人高○先生以其業已主張優先承買提出異議案 

（內政部97.9.22內授中辦地字第0970049575號函復臺北巿） 

按「依前2項規定申請之登記，於登記完畢前，優先購買權人以書面提出異

議並能證明確於期限內表示願以同樣條件優先購買或出賣人未依通知條件出賣

者，登記機關應駁回其登記之申請。」為土地登記規則第97條第3項所明定，本

案土地共有人高○○先生既已於出賣通知後10日內，提具台北長春路郵局存證號

碼02835號存證信函，通知出賣人陳○○等4人表示願意優先承買該等人全部土地，

並訂於97年9月10日下午2時前往訂約並一次付清全部買賣價款，則其優先購買權

尚不得視為放棄，是請參依本部86.6.30台內地字第8606586號函示意旨辦理。 

另參酌內政部86年6月30日(86)內地字第8606586號函 

內政部98年2月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80040818號函 

 

拾玖、相同或不同共有人之數筆土地得

否併同處分？倘可，少數共有人

可否僅就部分筆數土地主張優先

承買（何謂同一條件） 

一、司法實務見解不盡相同，惟大部分採絕對肯定說 

※否定說 

97年度台上字第1307號判決 

一、按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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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此乃共有人之法定優先承買權，為法律

所明定，不得任意創設，執行法院雖將數執行標的合併拍賣，惟並無創設優

先承買之效力，自不得要求僅對部分標的有優先承買權人之共有人承買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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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的（參閱九十七年度台抗字第六0二號判決） 

二、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四項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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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明定數筆共有土地之共有人不完全相

同時，各等土地之部分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主張優先承購之共有人應

數筆一併優先承購。 

三、蓋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共有人之優先承購權，應係存在於各別之共

有物上，若系爭六筆土地為六個共有物，應成立六個共有關係，共有人若欲

行使優先承購權，必須各就個別之共有物為主張方符合法條文意。 

四、否則上述之情形，若某共有人祇就系爭六筆土地中之一筆具有共有關係，其

欲行使優先承購權必須接受六筆土地整批出售之條件，等同變相以比土地法

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更嚴苛的條件來阻止共有人優先承購權之行使，如此

解釋，不僅超越法條之文意，更是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並且妨害共有人優

先承購權之行使。（參閱九十七年度台上字第一三0七號判決） 

 

※肯定說 

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3122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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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買賣條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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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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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台上字第793號判決、86年台上字第792號判決、86年台上字第3122號判

決）增值稅由買受人負擔之特約(82年台上字第631號判決)等事項。 

 

※肯定說 

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2126號判決（合併房地拍賣,不得主張其中之一） 

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2126號判決認為合併出賣土地及共有房屋,雖他共有人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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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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採相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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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賣性質即為買賣之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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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

所述,共有人以一契約出賣數不動產時,他共有人行使優先承購權時,因受同一條

件之拘束,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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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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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87年台上字第2776號判決亦有相同判決 

 

※肯定說 

97年重上更(一)106判決亦主張絕對同等說 

98年8月6日98年度台上字第1405號判決確定，維持須符合同一條件而不能隨意變

更內容後再主張優先承買。 

一、因變更後不僅非買賣雙方契約約定之內容，且使共有人超越單純之優先購買

權，進而享有片面分割買賣標的之決定權。 

二、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固未規定數筆土地同時出售時，共有人行使優

先購買權必須就數筆土地一併買受，惟上開條件係基於出賣應有部分之共有

人與買受人之買賣契約約定，而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所規定共有人

之優先購買權既須係在同一條件之前提下始得主張，而其條件為何，當然應

依買賣雙方約定之內容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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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出賣應有部分之共有人如未能除非主張及舉證其餘共有人與買主就多數土

地必須合併出售之條件係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以妨礙其優先購買權之行使，

則多筆土地合併出售之條件應屬買賣雙方基於契約自由則所為之約定，並無

違公序良俗，即屬有效。 

四、本件系六筆土地合併於一次交易、同時買賣，乃原買賣雙方約定之買賣條件，

任何一土地之共有人主張優先購買時，就其有共有權之土地固係優先購買權

之行使，而就非共有土地之合併買受僅係為符合同一條件而已，並非就非共

有之土地亦主張優先購買權。 

 

貳拾、通知函：「擬以 00元出售」，他共

有人尚無優先購買權可行使 

案情：A、B、C、D共有甲地，各1/4。A、B、C三人以34-1將甲地整宗出售給 E。

通知 D是否優先購買的信函：「擬將甲地，以每坪1萬元出售……。」D未

主張優先購買。惟於辦理過戶給 E的登記手續時，D以未受優先購買通知

異議。 

法院見解：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所謂同一價格，係指土地或建築改良物

之部分共有人與他人間訂立買賣契約約定之價格或他人預為承諾之買賣價格而

言，若僅部分共有人就買賣價金，表示其一方之意思者，與該條項所定價格，尚

非相當。 

A、B、C因擬出售與 D共有之土地，委請代書，依內政部訂頒土地法第三十四條

之一執行要點規定，撰寫函件，記載處分共有土地方式及價格等事項，通知 D，

並非因有任何第三人承諾買受土地之價格等必要之點而出。則 D尚無優先購買權

可資行使。 

最高法院79年台上字第1710號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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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壹、他共有人與第三人一起主張優先

購買權，有效? 

案情：案情：A、B、C、D 共有甲地，各1/4。A、B、C 將甲地整宗出售與 E。D

主張優先購買，通知：「本人與 F各購買1/2」，法院判決其優先購買權之

主張，非法律所允許！ 

法院見解：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四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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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立法意旨在使他共有人買受出賣之共

有人之應有部分，以簡化共有關係。 

故他共有人主張優先承購，自應以自己名義，單獨或共同取得出賣之共有人之應

有部分，倘行使優先承購權，惟要求另指定非共有人之第三人為權利取得人，則

與優先承購權旨在簡化共有關係之立法趣旨相違，應非法律之所許。 

最高法院85年台上字第1052號民事判決 

 

貳貳、共有人不能同時兼具出賣人、買

受人之角色 

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處分共有土地之全部，對於未同

意處分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係依法律規定而有權處分，惟仍應兼顧其權益，並符

公平原則。 

……，其承受人雖不以共有人以外之人為限，惟倘同意處分之共有人兼為承受人，

其應有部分實際未為處分，乃竟得就未同意處分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強制予以處分，

並參與其價格之決定，即有利害衝突顯失公平情形，難認正當。 

況承受人既為共有人，他共有人即無優先承購權，則處分之結果，不啻將共有土

地全部分割歸其取得，且依其決定之價格補償未同意處分之共有人，要非法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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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是共有人為承受人時，其人數及應有部分不得計入同意處分之共有人數及應

有部分。 

最高法院103年台上字第2333號民事判決 

 

貳參、他共有人行使優先承購權之後，

原承買人自不得請求出賣之共有

人所有權移轉登記 

案情：A、B、C、D共有甲地，各1/4。A、B、C將甲地整宗出售與 E，D主張優先

購買。E反過來告 A、B、C履行契約！ 

法院見解：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五項公同共有準用同條第四項規定，共有人

出賣公同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優先承購。該優先承

購權人一經表示以同一條件優先承購，則該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買賣契約即

當然於出賣之共有人與優先承購之共有人間成立，且為實現應由優先承購之共有

人優先購買之立法目的，是於該共有人行使優先承購權之後，原承買人自不得請

求出賣之共有人所有權移轉登記。 

最高法院95年台上字第2214號民事判決 

 

貳肆、他共有人行使優先購買權後，原

始買賣契約不得再任意解除! 

案情：出賣人於收受他共有人行使優先承買權通知後，再發函給他共有人：「…

因台端之行為造成買方之心理負擔，使買賣破局，日前本人等已與買方合

意解除買賣契約」，企圖讓優先購買權失所附麗！ 

法院見解：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所定之他共有人優先承購權，固應以共有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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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出賣其應有部分與第三人為基礎。惟如共有人與第三人間之買賣契約已合法

存在，於他共有人主張優先購買權後，出賣之共有人與第三人為避免他共有人之

行使優先承購，始合意解除買賣契約者，該「合意解除」既在他共有人單獨為「優

先承購」之意思表示而行使其優先承購之形成權之後，則共有人與第三人間之原

有權利義務關係已有變更，應不得再任由渠等合意解除契約，以規避上開法律所

定他共有人所得行使之優先承購權之適用（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2134號判決

意旨參照） 

臺中地方法院100年訴字第329號民事判決 

 

貳伍、他共有人主張優先購買權後，共

有人與買主之契約解除之效果 

案情：A、B、C 共有甲地，各1/3。A、B 以34-1規定，將甲地出售給 D，通知 C

是否主張優先購買權。C回覆主張優先購買權後，A、B與 D之間買賣契約

雙方合意解除，滋生爭議 

法院見解：……，「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之優先承購權係指他共有人於共

有人出賣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時，對於該共有人有請求以同樣條件訂立買賣契

約之權而言。」……，此項優先承購權係屬法定形成權之性質，自不容許當事人

任意予以限制或剝奪。」（最高法院65年臺上字第853號年判例、87年臺上字第2776

號判決意旨參照）。 

故不同意出賣之共有人一經行使優先承購權，其與出賣之共有人即成立出賣人與

第三人所訂同樣條件之買賣契約，則出賣之共有人或買受之第三人，事後再行使

約定解除權，其解除之標的應為出賣之共有人與買受之第三人間買賣契約，而非

先買權人與出賣之共有人間所成立之買賣契約。 

臺灣高等法院94年上字第854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84年台上字第2134號民事判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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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陸、以 34-1設定地上權，難謂濫用權

利之行為 

甲地為 A、B、C、D共有各1/4。A、B、C以多數決設定地上權，通知 D：「存續期

間自民國101年10月1日起至121年9月30日止、地租每年新台幣319,820元，建築

物得以鋼筋水泥或鋼骨造，且得讓與地上權」等。D不服，以「土地在捷運站對

面，利用價值高，現有鐵皮房屋，每年租金收益516萬元，比設定地上權條件之

地租差距16倍。又地上權人為 A、B、C之親人，A、B、C顯係為己私利，而故意

損害 D 共有權可分配之利益，A、B、C 顯係濫用權利之行為，爰依民法第148條

規定，禁止被告設定地上權。 

法院見解：所謂訴訟標的，係指為確定私權所主張或否認之法律關係，欲法院對

之加以裁判者而言。……。是以，民法第148條規定之禁止損害他人原則、誠信

原則，並非訴訟標的，亦不能作為請求權基礎。又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

喪失利益，然其動機既為圖利於己而非損害他人，更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自不符合該條之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1年訴字第2220號民事判決 

 

貳柒、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設定地上

權後再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

處分共有物時，土地所有權人與

地上權人孰的優先承買權為先？ 

內政部87年9月9日（87）內地字第877826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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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貳捌、有關土地共有人之一死亡,部分共

有人可否有土地法第 34條之 1適

用地上權登記 

依內政部103年9月2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038985號函釋 

要旨揭要點規定：「依本法條規定處分全部共有土地或建物，如處分後共有權利

已不存在，而他共有人已死亡有繼承人或死亡絕嗣者，部分共有人得直接申辦所

有權移轉登記，免辦繼承或遺產管理人登記。」係考量符合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

項規定條件之共有人就共有土地或建物為全部處分後，已死亡之他共有人之共有

權利將不存在，要求其繼承人先完成繼承登記後，始得由同意處分之共有人申辦

所有權移轉登記，並無實益，故為簡化登記程序，該款明定如處分後共有權利已

不存在，部分共有人始得直接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本案地上權設定登記後，並

無影響土地共有人間共有權利之存在，自不得援引適用。」 

 

貳玖、優先承買探討： 

1、甲出售1/2時,乙1.2.3.4.5.6有無優先承買權？ 

2、甲出售3/4時,乙1.2.3.4.5.6有無優先承買權？ 

3、乙1/2公同共有可否有土地法第34-1適用？ 

4、乙1/4公同共有可否有土地法第34-1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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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拾、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併存時應如

何辦理? 

有一共有物甲、乙、丙各持分甲1/3、乙1/6、丙1/6，另 A、B、C…共40人為公

同共有占有潛在持分1/3，惟公同共有人 A占潛在應有持分1/3的1/6，其不同意

出售，請問本案可否有土地法第34條之1進行之可能性？有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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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壹、存證信函若辦妥郵件招領，置於

收信人可隨時領取以了解其內容

之客觀狀態下，則已發生送達效

力 

案情：共有地 A佔4/5，B佔1/5。B於04月19日收到 A通知：「擬以每坪5萬元，

將土地全部出賣予第三人，限 B收信後10日內表示是否願以同一價格同一

條件優先承購，逾期視為放棄」。B於4月26日函覆願以同一條件購買。郵

局於4月27日、28日按址投遞二次，因無人受領，乃於4月29日辦理郵件招

領並投送通知單。A 於5月2日至郵局領取郵件。A 於5月5日回函給 B，稱

因未於4月27日以前，收到 B主張優先承購之回函，優先承購權已視同放

棄。並於4月29日將系爭土地出賣予第三人。 

法院見解：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依民法第95條第1項之規定，其意思表示以

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所謂達到，係指意思表示達到相對人之支配範圍，

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而言。存證信函若辦妥郵件招領，置於

可隨時領取郵件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下，則行使優先承購權之意思表示業於期

限內到達效力。 

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1287號民事判決 

 

參貳、他共有人拒收通知信，刊登太平

洋日報，有效 

案情：先買權通知信，送達他共有人 D所住之大樓管理委員會，由管理員代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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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因 D表示拒收，於同月13日交由郵務人員退回。共有人 A、B、C再於

同月18日太平洋日報登報公告通知。D不爽，認為通知無效，且太平洋日

報非通常可購得知報紙，其公告無效。 

法院見解：本件共有人既已於處分前將欲出售系爭房地之事實，以書面通知他共

有人，並限期催告其是否行使優先承買權，該存證信函已寄達該他共有人居住所，

並由警衛代收，該信函已達到相對人之支配範圍，置於相對人隨時可了解其內容

之客觀之狀態，自已踐行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之程序，至於該他共有人拒收該

存證信函，並不影響該通知到達之效力。又34-1之公告，未規定以何種報紙為限，

且太平洋日報係登記有案，合法發行，不特定人皆可購得之報紙，難謂公告無效 

臺灣高等法院100年上字第949號民事判決 

 

參參、優先購買權通知無法送達，得否

聲請公示送達? 

案情：A、B、C共有甲地，各1/3。A、B以34-1將甲地出售，通知 C是否主張優

先購買權之存證信函，無法順利送達，A、B 向法院聲請公示送達，法院

否准，滋生爭議!! 

法院見解：按共有人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一項規定，為共有土地或建築改

良物之處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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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二項定有明文。故他共有人不能以書

面「通知」者，即應「公告」之，殊無另以公示送達之方法為「通知」之餘地，

洵無疑義。 

A、B 主張非因自已之過失不知相對人之住居所，致無法以書面通知相對人，如

果屬實，亦係依上開規定予以公告之問題，尚無聲請以公示送達為其出售共有土

地意思表示之通知的必要及利益。原法院駁回抗告人之聲請，雖非以此為理由，

但其結果並無不同。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仍應認為無理由，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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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駁回之。 

臺灣高等法院87年抗字第46號民事裁定 

 

參肆、他共有人收到通知後，向法院訴

請共有物分割，並聲請假處分 

案情：A、B、C、D共有甲地，各1/4，A、B、C將甲地整宗出售，通知 D是否先

買。D 逕向法院訴請甲地共有物分割，同時請法院為「假處分」之裁定，

法院不准！ 

土地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及多數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共有物，

其目的均在消滅共有關係，且均屬共有人固有之權利，少數共有人縱提起分割共

有物之訴，多數共有人並不因此即喪失其依土地法規定處分共有物之權利。 

共有人就上開權利之行使，如發生衝突，共有人之一方，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

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固非不得依民事訴訟法第

538條規定，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但法院應就聲請人因假處分所得利益、不許假處分可能受有之損害暨相對人因假

處分所受損害等情衡量之，尚不得僅因共有人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即謂為避免

土地現狀變更，其得依民事訴訟法第532條規定聲請假處分，禁止其他共有人依

上開土地法規定處分共有物。 

最高法院100年台抗字第399號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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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伍、目前許多登記機關提出（85年 10

月 24日台(85)內地字第 8510170

號函合理性之探討？）請討論之。

即共有物分割時可有土地法第三

十四條之一適用。 

(一) 

如果３４條之１的處分移轉案件，先行送件。依土地登記規則第６１條「登記先

後概念，除法律或本規則另有規定外，不得停止登記案件之進行」。此件又該引

用何法條給予駁回。 

(二) 

共有物分割時可有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適用 

內政部85年10月24日台(85)內地字第8510170號函 

查「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第10點第8款但書規定：「但如他共有人在未辦

竣登記前，對優先承買權有所爭執，並以書面提出異議，除其優先權已依法視為

放棄者外，登記機關應駁回登記之申請，俟優先承買權爭執解決後，再行受理登

記之申請。」本案遺產管理人認為對其應有部分優先承買，並非「為保存遺產必

要之處置」，不生是否行使優先承買權之問題，而未代他共有人行使優先承買權，

自無上開規定之適用。又按土地登記規則第51條第1項規定，登記之權利人、義

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者，登記機關應以書

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其所稱「爭執」，係指對於申請登記之

法律關係有爭執而言，本案遺產管理人以本案土地業已提供共有物分割之訴涉及

私權爭執為由，請求駁回登記之申請，與上開土地登記規則規定意旨不合，登記

機關應不予受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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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00 年度台抗字第 399 號 

裁判要旨： 

土地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及多數共有人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處分共

有物，其目的均在消滅共有關係，且均屬共有人固有之權利，少數共有人縱提起

分割共有物之訴，多數共有人並不因此即喪失其依上開土地法規定處分共有物之

權利。共有人就上開權利之行使，如發生衝突，共有人之一方，為防止發生重大

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固非不得依民事訴訟

法第五百三十八條規定，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但法院應就聲請人因假處分

所得利益、不許假處分可能受有之損害暨相對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等情衡量之，

尚不得僅因共有人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即謂為避免土地現狀變更，其得依民事

訴訟法第五百三十二條規定聲請假處分，禁止其他共有人依上開土地法規定處分

共有物。 

相關法規： 

民事訴訟法第五百三十二條、第五百三十八條。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 

 

參陸、他共有人主張優先購買，拒付賣

方仲介費 

案情：出賣人寄予他共有人之信函：「…茲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將上述共有

土地全部出售予00公司介紹之買方曾00，總價共計100萬元整，出賣所得

價金扣除土地增值稅、代書費、仲介費（成交總價4%）及行政規費等，餘

額按各共有人應有持分比例分配。台端（即他共有人）應領取之價金部分，

請台端攜帶土地所有權狀、印鑑章及印鑑證明，於7月23日上午10時整至

00公司出具收據領取。屆時如台端未領取，則依法提存。本人等應有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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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價款為65萬元整，台端如主張優先購買本人等應有持分者，請於函到

10日內通知本人等，俾便本人等與台端等另訂簽約事宜，台端等並應負擔

買方仲介費及代書費」。他共有人主張優先購買，認為已取得「買主」地

位，因而拒付「賣方應負擔之仲介費」 

法院見解：優先承購權係屬法定形成權之性質，……，他共有人一經表示以同一

條件優先承購，則他共有人取代原買主之地位（即已非賣主），得與共有人簽定

相同契約，不負賣方仲介費有理由！ 

臺中地方法院100年訴字第329號民事判決 

 

參柒、對提存書內容不服可否告提存所 

案情：他共有人發現被提存的價金被扣除仲介費、代書費，不爽，告同意出賣的

共有人返還價金。 

法院見解：土地第34-1條第3項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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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針對未出賣之共有人對於共有人依照第一項

規定出賣土地時，對於其應有之對價或補償所為之規定 

所謂應有之對價或補償，乃共有人在未徵得其他共有人同意下，逕行出售土地之

對價或補償，自應依照共有人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予各共有人，故對於出售土地所

得之買賣價金，僅得扣除稅捐、規費費用等必要費用，剩餘之價金則均為買賣之

對價，自應依照應有部分比例分配予他共有人，且應負連帶清償之責。 

至於代書費及仲介費部分，乃同意出售之共有人與他人簽立契約所生之費用，並

非其出售系爭二筆土地所必須支出之費用，是同意出售之共有人提存時扣除該等

費用，同非有據。  

臺中地方法院104年重訴字第206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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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捌、對提存書內容不服可否告提存所 

案情：A、B、C、D共有甲地，A、B、C將甲地整宗出售，通知 D是否優先購買權，

僅通知「總價多少錢」，並未通知仲介費、代書費多少錢。辦理提存時，

逕從他共有人應得價金，扣除應負擔之增值稅、仲介費、代書費，以淨額

辦理提存。 

法院見解：「 ……，將共有土地之全部出賣於人，就為處分之共有人而言，係出

賣其應有部分，並對未同意出售之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有權一併處分出賣，此種處

分權乃係基於實體法規定而發生。…未同意出售之共有人並未與買受人訂立買賣

契約，自不能因其應有部分一併出售並移轉與買受人，且得領取買賣價金，而謂

與買受人間有買賣關係存在」（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866號裁判）。 

出賣人既僅係有權一併處分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他共有人既不同意出售房、地，

又非買賣契約之當事人，更與被告等與仲介及代書之委任契約毫無關聯，則被告

等為出售系爭房、地，與仲介及代書約定應支付報酬之契約，自與他共有人無關，

應不能以出賣人片面與他人之約定約束他共有人，從而要求他共有人應與出賣人

等分擔費用。僅能扣減增值稅，及必要行政規費，仲介費、代書費不能扣。 

臺南地方法院101年營簡字第250號民事判決 

 

參玖、不動產仲介.地政士,對土地法第

34條之 1不同意處分之他共有人

可否收取報酬 

要旨：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9條第1項、第21條第1項規定，「經紀業或經

紀人員不得收取差價或其他報酬，其經營仲介業務者，並應依實際成交價

金或租金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報酬標準計收。」、「經紀業與委託人簽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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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契約書後，方得刊登廣告及銷售」。本案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

處分共有土地，並委託不動產經紀業銷售該共有土地，其服務報酬之計收

自應依委託契約書約定由委託人支付。至於不同意處分之他共有人，若與

經紀業者無委託關係，自無支付服務報酬之義務。 

內政部102年9月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26038384號函釋 

 

肆拾、有關祭祀公業依規約處分其所有

土地，除規約另有約定外，其不

同意處分之派下員得主張優先購

買權 

……，「查民法第828條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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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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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第2項)。』 ……祭祀公業

之規約如有特別規定，即排除前述第2項規定之適用； 

……，依學者見解認為：『……如規約就處分祭祀公業土地之條件另有較嚴之規

定，自應適用規約之規定，至其處分之程序，除規約中另有約定外，仍應依土地

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用同條第1、2、3、4項規定辦理」。本案祭祀公業○○依規

約處分其所有土地，其處分之程序，除規約中另有約定外，仍應依土地法第34

條之1第5項準用同條第1項至第4項規定辦理。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98年6月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8004447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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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壹、公私共有之公共設施用地，依土

地法第 34條之 1規定處分為私人

所有時，仍應受都計法第 52條、

第 53條等相關規定之拘束 

一、查都市計畫法第52條規定，公有土地必須配合當地都市計畫予以處理，其為

公共設施用地者，由當地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於興修

公共設施時，依法辦理撥用。同法第53條規定及……，76年1月21日台（76）財

字第1230號函示：公有公共設施用地，政府僅得出租或讓售予獲准投資興辦都市

計畫事業之私人或團體有案，……。準此， ……，從而公私共有尚未徵收開闢

之公共設施用地，於限制出售對象之規定下，仍得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出售

予獲准投資興辦都市計畫事業之私人或團體。 

二、 ……，亦即公私共有尚未徵收開闢之計畫道路用地，其處分時仍有土地法

第34條之1之適用；至於該共有土地處分或移轉時，於其他法律有限制或禁止規

定者，自仍應受其法律規定之拘束，爰公私共有之公共設施用地，依土地法第34

條之1規定處分為私人所有時，仍應受都市計畫法第52條、第53條等相關規定之

拘束。（節錄）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101年11月2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652185號函 

 

肆貳、部分共有人主張優先購買權之生

效時點認定事宜 

……，徵詢他共有人是否優先承購之行為，其法律性質為意思通知，旨在促請他

共有人行使優先承購權……。『徵求他共有人是否優先承購之手續，準用土地法

第104條第2項規定，即優先購買權人於接到出賣通知後10日內不表示者，其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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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權視為放棄。』 

出賣通知其生效時點之認定， ……，『按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

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民法第95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達到，係指

意思表示達到相對人之支配範圍內，相對人隨時可以了解其內容之客觀狀態而

言。 

……關於基地或房屋所有權人依土地法第104條規定，對於優先購買權人所為之

出賣通知，雖非屬意思表示，而係屬準法律行為，惟得類推適用上開法條之規定。

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於接到出

賣通知後10日內所為之優先購買與否之表示，其生效時點應類推適用民法第95

條第1項前段規定採到達主義，亦即以該優先購買與否之表示達到相對人時始發

生效力。」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92年3月1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20003570號函 

 

肆參、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 34條之 1

規定處分共有土地，公同共有人

之一已於法定期間內主張優先承

買權，並於事後檢附其他公同共

有人之同意證明文件，符合公同

共有人全體同意之要件 

……，「按公同共有物之處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依其公同共有關係所由規定

之法律或契約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民法第828條第2項定有

明文。所謂其他之權利行使包含甚廣，除處分行為(例如拋棄時效利益)以外，舉

凡公同共有物之使用、收益、變更、保存、改良與管理行為、本於所有權對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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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請求、清算帳目、行使優先承買權、代為意思表示、代受意思表示或通知、

或係審判上、審判外之行使均包括在內。 ……，公同共有物之其他權利(優先承

買權)行使，除法律或契約另有規定外，須經全體公同共有人之同意，始得為

之……。該公同共有人之同意，無論係明示或默示或於行為當時同意，或於事前

預示，或於事後追認均無不可，亦不以文書證明為必要……。 

準此，本件公同共有人(繼承人)之一已於法定期間內依法主張優先承買權，並於

事後檢附其他公同共有人之同意證明文件，該同意雖係事後追認，亦符合公同共

有人全體同意之要件。」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93年11月3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30016195號函 

 

理 由 書 

本人代為受理台北巿文山區萬隆段一小段六■二地號，收件號碼文山（五九）

字第一九六七■０至一九六七■０號，茲就被繼承人之陳■晋先生主張優先承

買事說明如下： 

一、本案土地為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併存之結構，其中除陳榮占有土地持分三

分之一，惟其於民國五十六年十月廿二日殁共有繼承人１４人（尚未辦竣

繼承登記）今分別共有之三分之二全體同意欲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處

分共有物，而繼承人中１４人，有１３人同意配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

處分共有物，僅有繼承人中之一陳■晋先生主張優先承買，合先敘明。 

二、依民法第八二七條第三項規定：「各公同共有人之權利，及於公同共有物

之全部。」第八二八條規定：「公同共有人之權利義務，依其公同關係所

由成立之法律、法律行為或習慣定之(Ⅰ)。第八百二十條、第八百二十一

條及第八百二十六條之一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Ⅱ)。公同共有物之處

分及其他之權利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

(Ⅲ)。」基此；所謂其他權利之行使包含甚廣，除處分行為及本條第二項

規定之保存行為、管理行為、本於所有權對於第三人之請求外，變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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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優先承買權（六九年台上一二五二）代為意思表示、代受意思表示或通

知（稅徵十九Ⅲ）或係審判上、審判外之行使均包括在內。 

三、本案係共有物處分，而非公同共有物處分，其處理方式，適用法理亦因而

不同，今共有物處分，分別共有人符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要件，通知

他共有人（公同共有人是否優先承買，則此公同共有人並非處分公同共有

物，其適用法律自應依民法八二八條規定，其中公同共有物的處分及權利

行使，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得公同共有人全體之同意，此有六九年

台上一二五二號、九九年台上字第一四六九號、九九年台抗字第八二八

號，台灣板橋地方法院九九重訴字第四七四號詳附件）今繼承人中１３人

均不同意主張優先承買，而依民法八二八條規定，陳■晉優先承買權自無

有存在之可能。 

四、另本案需再澄清共有物處分及公同共有物處分其適用法規是不同的，共有

物處分若係分別與公同共有併存，而係分別共有部分符合土地法第三十四

條之一適用時，其公同共有部分自應依民法八二八條規定適用，亦即民法

八二八條效力大於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若係處分公同共有物時（公同

共有全部或公同共有應有部分時，其符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適用條

件）其有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五項適用前四項之規定，土地法屬特別

法，自應優先適用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詳法務部九十一年十一月七日

法律字第０九一００三九三五一號函）否則自應以民法第八二八條為優先

（詳內政部九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內授中辦地字第０九三００一六一九

五號函）。 

五、另查土地登記規則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所稱「登記之權利人、義

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者」，登記機

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應係指登記權利人，

與登記義務人或關係人間，就「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之爭執，在未經有

權認定機關確認前，登記權利人所申請登記事項之權利是否確屬存在，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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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確者而言，故明定登記機關應駁回登記權利人登記之申請，依民法第

八二八條第三項規定，其所「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自屬明確，且非任何

人以任何理由所得逕予干涉，至於第三人對於申請移轉登記之土地，主張

有優先承買權，向地政機關提出異議者，除非其已提出法律上已可讓地政

機關確認者，如全體繼承人主張優先承買之文件，或同意之文件，否則即

不可以土地登記規則第五十七條第三項駁回申請人申請之案件。 

六、綜上所述，本件陳■晉先生主張優先承買自非法所許，亦請 貴所審查後

准允登記，以符法記。 

說明人：代理人高欽明 

中華民國100年9月■日 

 

肆肆、其他共有人死亡絕嗣，該遺產管

理人得主張其優先購買權 

一、……，「按民法第1179條第1項第2款規定，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係屬遺

產管理人之職務。所謂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除管理行為、改良行為外，

尚包括保存上所必要之處分行為……。 

查債務人與他人共有之土地，於強制執行程序中經執行法院拍定後， ……，

通知他共有人優先承買時，共有人死亡其繼承人有無不明者，實務上見解認

為：應向其遺產管理人為優先承買之公告，若無上述遺產管理人時， ……，

因無法書面通知，得以『共有人之繼承人』名義而公告該優先承買之通

知……。 

準此，本案共有土地共有人唐○○死亡絕嗣後，由法院裁定選定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為遺產管理人，該遺產管理人對其他共有人應有部分之出賣，參酌前

揭司法實務見解，似得主張優先購買權。至於遺產管理人行使此項權利，是

否屬於前揭民法第1179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為保存遺產必要之處置」，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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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由遺產管理人切結自行負責（貴部81年5月7日台內地字第8176565號函訂

頒『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60點第2項參照）。」 

二、……，遺產管理人倘認為對其他共有人應有部分優先承買係屬於「為保存遺

產必要之處置」， ……，得主張其優先購買權。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89年8月18日台內中地字第8915895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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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伍、遺產管理人.財產管理人如何辦理 

◎財產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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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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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陸、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

第九點第一項規定提存方式：「應

以本法條第一項共有人為提存人」

應如何解釋？ 

是否提存時，是否第一項共有人需全部列入提存人，否則即違反土地法第三十四

條之一執行要點第九點第一項規定提存方式 

討論： 

原擬修正第九條：「(一)應以本法條第一項同意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之部分或

全部共有人為提存人。」  

立法理由：「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三項規定辦理提存時，不論

其以該條第一項同意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之部分或全部共有人為提存人，他共

有人應得之對價或補償金額既已提存，已達對價清償之目的，應均得予以受理，

爰修正第一款部分文字」 

本點維持原內容，即需依第一項共有人提存人，以一人或全部為提存人均可 

 

肆柒、部分共有人應有部分經限制登記，

其他多數共有人可否有土地法第

34條之 1的適用？ 

一、內政部95.03.29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9943號函 

二、執行要點第八點(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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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捌、請問土地法第 34條之 1契約主體

如何訂？ 

 

肆玖、何謂受領證明？何謂清償證明？

地政士應如何注意？ 

 

伍拾、公同共有繼承登記之不動產，申

請人可否申請不動產糾紛調處委

員會予以裁處 

依內政部104年5月5日台內地字第1041303747號函 

說明： 

一、案經函准法務部104年4月13日法律字第10403503340號函略以：「二、按民法

第1151條規定：『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

同共有。』而遺產之內容，不僅限於動產、不動產，尚可能包括債權、專利權、

商標權、著作權等無體財產權，甚至可能有債務之存在；換言之，各繼承人公同

共有之客體為抽象之總財產。又民法第1164條規定：『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

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遺產分割之方法包含遺囑

指定分割、協議分割及裁判分割等3種，所謂遺產分割，係以整個遺產為一體為

分割，並非以遺產中個別之財產分割為對象，亦即遺產分割之目的在廢止遺產全

部之公同共有關係，而非旨在消滅個別財產之公同共有關係，其分割方法應對全

部遺產整體為之，除非依民法第828條、第829條規定，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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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就特定財產為分割，否則依法即應以全部遺產為分割對象......三、復按土地

法第34條之1第6項規定……應係為促進不動產之利用，由地政機關積極參與個別

共有物（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分割，與整體遺產之分割性質有別，倘若未

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即逕允許申請人就已辦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之部分不動

產，向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申請調處變更為分別共有，進而依調處結果辦

理，此時既未以全部遺產整體為分割，亦未考量民法第1172條、第1173條規定之

扣除項目，則其餘未經調處之部分遺產後續應如何分割，恐生爭議。又查本部92

年6月19日法律字第0920023723號函係回復貴部92年6月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82868號函所詢有關公同共有物分割調處之疑義，係針對個別公同共有物之

分割，並非涉及全部遺產分割之問題，與本件所詢情形有別，自不得援引為處理

依據。」 

 

伍壹、土地法第 34條之 1如何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