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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買賣標的物出賣人與他人共有之情形：

1	符合土地法第三四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五項規定者，買受人得請求出賣人應移轉

標的物之全部所有權並交付該物予買受人。

2	不符土地法第三四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五項規定，而標的物為分別共有者，買受

人不但得於訴訟外請求出賣人應使買受人取得標的物之全部所有權與對該物之

全部占有，且依最高法院見解，買受人得起訴請求出賣人移轉其應有部分，而

使買受人與其他共有人繼續共有關係。出賣人係出賣其與他人共有之物之特定

一部分者，固然如此；出賣人係出賣其與他人共有之物之全部者，亦同。

3	不符土地法第三四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五項規定，而標的物為公同共有物者，如

該物於訂約後，已因分割而由出賣人單獨取得，買受人得請求出賣人移轉登記

其已取得之所有權。」

題型 3-2-3 無權出租共有物

甲、乙、丙三位好友分別共有一間二樓之透天厝，每人應有部分為

三分之一，共有人甲未經乙和丙之同意，擅行將系爭房屋之一樓以每月

10 萬元出租給丁。試問：乙和丙得向丁主張何種權利？又乙和丙得向甲

主張何種權利？（25 分）

105 四等書記官等第 3 題

題型分析

本題測試共有物管理的合法流程，以及當一共有人私下出租時，其他共有

人得主張之權利。

本題關鍵字

甲、乙、丙三位好友分別共有一間二樓

之透天厝，每人應有部分為三分之一

共有人對共有物的權利是，「按應有部

分，對全部共有物有使用收益之權」

共有人甲未經乙和丙之同意，擅行將系

爭房屋之一樓以每月 10 萬元出租給丁

乙、丙是否可向丁主張請求返還？租金

利益如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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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本題字數約 334字

評分 題號 ﹙作答請從本頁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題型3-2-4 分管契約對第三人之效力

甲乙丙共有某土地一筆，應有部分各為 1/3，三人訂有分管契約，

約定各自分管使用該土地之某特定部分，且約定 50 年間不得主張分割

該共有土地。試問：（25 分）

1 若甲事後將其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第三人丁，則該第三人丁是否應受

此不分割契約之拘束？ 

1	乙、丙得向丁主張共有物返還請求權

1.	甲、丁間所簽訂之租賃契約，是為相對效之債權契約，效力

上拘束甲、丁，並不拘束乙、丙；

2.	復按民法第821條明定，各共有人對於第三人，得就共有物

之全部，為本於所有權之請求，依此規定，共有人本得向第

三人請求返還共有物與全部共有人，故乙、丙得向丁主張，

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丁返還共有物於甲、乙、丙。

2	乙、丙得向甲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與不當得利

1.	侵權行為部分

	 甲未經乙、丙同意，擅自出租共有物，與民法第820條規範，

須有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或應有

部分合計三分之二以上，方得對共有物為管理之規定不符，

是為不法侵害乙、丙之應有部分（即所有權），因此乙、丙

得依侵權行為相關規定向甲主張權利。

2.	不當得利

	 甲擅自出租共有物並收租，是為無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並

造成乙、丙之損失，因此有民法第179條之適用。



3Chapter 物權民法（基礎篇）

3-58

2 甲得否未經乙、丙之同意即將其占有使用中之該部分土地，出售並移

轉登記予第三人？ 

100 地方四等地政第 2 題

題型分析

本題非常重要，1對於分管契約對第三人的拘束力這個爭點，在釋字第

349號解釋之後，98年修法新增訂了民法第826條之 1，但卻進一步衍生出，

未登記之分管契約是否拘束惡意第三人的爭議，是準備考試不可不慎的大重

點。一樣的題目也在 98 年的司法官考試中出現過。

本題關鍵字

分管契約，約定各自分管使用

該土地之某特定部分
此時各共有人對土地特定部分因分管契約取得權源

且約定 50 年間不得主張分割

該共有土地

依照民 §823 Ⅱ但書：「但共有之不動產，其契

約訂有管理之約定時，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

逾三十年；逾三十年者，縮短為三十年。」

將其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第三

人丁，則該第三人丁是否應受

此不分割契約之拘束？

依民 §826-1 規定，以登記與否決定丁是否應受

拘束

甲得否未經乙、丙之同意即將

其占有使用中之該部分土地，

出售並移轉登記予第三人？

甲僅有依照分管契約而來的使用收益權限，並沒

有移轉特定部分所有權的權限，是以甲之行為此

時對乙、丙構成無權處分，乙、丙得依民 §767

請求所有物返還

擬答 本題字數約 998字

評分 題號 ﹙作答請從本頁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1	若不分割協議經登記，則丁受拘束，但不分割期限縮短為30年

1.	不分割協議經登記者，得拘束受讓人

	 按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對受讓人之效力，學說與實務向來爭

論不休，釋字第349號解釋認應以受讓人是否善意無過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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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請見立法理由：「二、共有物之管理或協議分割契約，實務上認為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
人仍繼續存在（最高法院四十八年台上字第一○六五號判例參照）。使用、禁止分割之
約定或依本法修正條文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所為之決定，亦應做相同之解釋。又上述契
約、約定或決定之性質屬債權行為，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對第三人不生效力，惟為保持原約
定或決定之安定性，特賦予物權效力，爰參照司法院釋字第三四九號解釋，並仿外國立法
例，於不動產為上述約定或決定經登記後，即對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具有
效力（德國民法第七百四十六條、第一千零十條第一項，瑞士民法第六百四十九條之一參
照）。又經由法院依第八百二十條第二項、第三項裁定所定之管理，屬非訟事件，其裁定
效力是否及於受讓人，尚有爭議（最高法院六十七年台上字第四○四六號判例參照），且
該非訟事件裁定之公示性與判決及登記不同，故宜明定該裁定所定之管理亦經登記後，對
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始具有效力，爰增訂第一項，以杜爭議，並期周延。

 三、共有人間就共有物因為關於第一項使用、管理等行為之約定、決定或法院之裁定，
在不動產可以登記之公示方法，使受讓人等有知悉之機會，而動產無登記制度，法律上
又保護善意受讓人，故以受讓人等於受讓或取得時知悉或可得而知其情事者為限，始對
之發生法律上之效力，方為持平，爰增訂第二項。」

不知，判斷分管契約是否拘束第三人。然98年物權編修正

時，增訂之民法第826條之112對於共有不動產之分管契約，

並未採大法官的見解，而是以「登記」與否，判斷分管契約

對第三人的拘束力。

2.	依民法第826條之 1第 1項規定知，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

共有物使用、管理、分割或禁止分割之約定，於登記後，

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具有效力。若本件甲、乙、丙已

將上開禁止分割契約為登記，則丁無論善意與否，皆不得

主張不受拘束。

3.	反之，若上開約定並未登記，則此時不分割協議之效力為

何，容有爭議

(1)	有認為，此時丁得主張依釋字第349號解釋，系爭協議

對於善意無過失之人無拘束力。

(2)	然亦有認，基於貫徹不動產登記之公示原則，與民法第

826條之1的立法意旨，縱丁主觀上非善意，仍得主張不

受拘束。

	 本文以為，民法區別不動產與動產，而定分管契約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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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3 請參立法理由：「二、不動產利用恆須長期規劃且達一定經濟規模，始能發揮其效益，
若共有人間就共有之不動產已有管理之協議時，該不動產之用益已能圓滑進行，共有制
度無效率之問題足可避免，是法律對共有人此項契約自由及財產權之安排，自應充分尊
重，爰於第二項增列但書規定，放寬約定不分割期限至三十年（瑞士民法第六百五十條
第二項規定參照）。」

力，應可認有不採釋字第349號解釋意旨的意思，故應

以後者見解為可採。

4.	約定不分割之效力縮短為30年

	 承上，縱丁受不分割協議拘束，基於物權法定原則，共有人

間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亦不得超過法律規定期限，違者，縮

短為法定期限。按，98年物權編修法時，考量若共有人間就

共有之不動產已有管理之協議時，此時該不動產之用益已能

圓滑進行，應可避免共有制度無效率之問題，故特於民法第

823條第２項但書13新增，「共有之不動產，其契約訂有管

理之約定時，約定不分割之期限，不得逾三十年；逾三十年

者，縮短為三十年。」本件甲、乙、丙約定不分割期限為50

年，根據物權法定原則，法律有特別規定時從其規定，故不

分割期限縮短成30年。

2	甲未經同意之移轉所有權行為，對乙、丙構成無權處分，乙、

丙得拒絕承認之

1.	按甲對於其占有中之土地，使用權源是源自於共有人間之分管

契約，甲僅能就分管契約範圍內為使用收益，並非因而取得該

部分土地之所有權，合先敘明。

2.	次者，甲欲出售該部分土地，此與應有部分的抽象本質並不

符合，故甲不得主張依民法第819條第１項自由處分，縱該

部分土地面積比例符合甲應有部分比例亦同。

3.	現甲欲就共有物為法律上處分，故應依土地法第34條之１

第1項，經全體共有人多數決後方得為之，甲未取得乙、丙

之同意，並未符合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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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參考

◤不動產共有物分管契約不得拘束善意第三人；但物權修正未採

此見解（釋 349）

最高法院四十八年度台上字第一○六五號判例，認為「共有人於與其他共

有人訂立共有物分割或分管之特約後，縱將其應有部分讓與第三人，其分割或

分管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就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性而言，固有其

必要，惟應有部分之受讓人若不知悉有分管契約，亦無可得而知之情形，受讓

人仍受讓與人所訂分管契約之拘束，有使善意第三人受不測損害之虞，與憲法

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首開判例在此範圍內，嗣後應不再援用。至建築

物為區分所有，其法定空地應如何使用，是否共有共用或共有專用，以及該部

分讓與之效力如何，應儘速立法加以規範，併此說明。

甲、乙、丙三人共同出資購買一筆 A 建地，應有部分登記為每人各

三分之一。試問：甲得否未經乙、丙之同意，逕將自己之應有部分

設定地役權於丁？又若乙將其應有部分讓與戊，則甲、乙、丙未經

登記之分管協議，對知情之戊是否有其效力？（25分）

 98 司法官第 3 題 

同意之規定，此時對乙、丙構成民法第

118條之無權處分，乙、丙得拒絕承認。

其實 2 的問題，撇開甲是否可以未得到乙、丙同意便為處分的問題，單就甲出售並移轉登記占有使用

中之該部分土地予第三人這件事而言，根本違反了一物一權。

實務上，若地主想賣一部分土地時，須先分割地目，方能再為買賣。假設我們將甲的行為簡化成，所

有權人甲想出賣並移轉一部分土地給丁，然而依據一個物只能有一個所有權，以及民法並不鼓勵增加

共有的立法精神來看，甲根本不可能移轉土地的「一部分所有權」給丁，也不可能由原本是甲所有的

土地，變成甲、丁共有的情況。

本題考量到配分以及題目並非以一物一權來命題，( 此從題目中強調「甲得否未經乙、丙之同意」便能

看出 )，因此筆者在擬答中並未提及甲行為自始違反一物一權無效，但基於觀念上的澄清，還是必須讓

讀者知道此點。

T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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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題要點 

依民法第 826 條之 1 第 1 項前段規定知，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有

物使用、管理、分割或禁止分割之約定，於登記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

讓人，具有效力。然而，本件約定並未登記，則此時分管契約之效力為

何，容有爭議：

1.	有認為，此時戊得主張依釋字第 349 號解釋，系爭協議對於善意無過

失之人無拘束力。

2.	然亦有認，基於貫徹不動產登記之公示原則，與 98 年 1 月民法第

826 條之 1 的立法意旨，縱使戊主觀上非善意，仍得主張不受拘束。

本文以為，民法區別不動產與動產，而定分管契約之效力，應可認

有不採釋字第 349 號解釋意旨的意思，故應以後者見解為可採。

又，丁的部分，參照本節前言所附之圖表，民法第 819 條第 1 項之

「得自由處分」不包含事實上的處分，亦不包含用益物權之設定。

不動產役權是用益物權，故甲不得將自己之應有部分設定不動產役

權予丁。

題型 3-2-5 分割協議時效經過之效力與共有人之救濟

甲、乙、丙於民國 85 年間達成分割 3 人共有之不動產的協議、但未

辦理分割登記。事經十餘年後，甲之繼承人丁於民國 101 年 3 月間，請求

乙、丙依當初之協議辦理分割登記時，乙、丙得否拒絕丁之請求？如乙、

丙拒絕丁之請求，丁有無其他得請求分割該不動產之救濟方法？（25 分）

101 身心四等地政第 2 題

題型分析

分割協議之效力是債權效還是物權效？（重要爭點）影響在於有無消滅時

效的適用。至於其他分割不動產之救濟方法，則是考了 98 年修法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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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關鍵字

民國 85 年間達成分割 3 人共有之不動產的

協議、但未辦理分割登記。事經十餘年後，

甲之繼承人丁於民國101年 3月間，請求乙、

丙依協議辦理分割登記

乙、丙得否依時效消滅拒絕請求？

亦即，分割協議之效力是債權效還

是物權效？

其他得請求分割該不動產之救濟方法？ 分割之訴的提起

擬答 本題字數約 446字

評分 題號 ﹙作答請從本頁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1	乙、丙得以時效消滅拒絕履行分割協議

1.	丁是共有人甲之繼承人，依民法第1148條承受甲一切財產

上權利、義務，合先敘明。

2.	未辦理登記之分割協議僅具債權效力，故有消滅時效之適

用。按分割協議是共有人間共同合意所訂立的契約，共有人

若未登記，無法取得物權效力，此時應回歸民法第125條，

適用時效15年的規定。

3.	按甲、乙、丙所訂立之分割協議，自民國85年間訂立，甲

取得協議分割請求權，然而待甲之繼承人丁請求時，已超過

15年時效期間，故乙、丙得以時效抗辯之，拒絕丁之請求。

2	丁得請求法院裁判分割該不動產

1.	按裁判分割之原因，除共有人不能協議分割外，是否包含分

割協議罹於時效的情形？就此問題，實務見解認，共有人訂

立分割協議後，其履行請求權因罹於消滅時效，而受其他共

有人拒絕給付之抗辯者，共有人亦得請求法院裁判分割。

2.	承上，98年物權編修法時，增修民法第824條第2項，立法

確認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

皆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進行裁判分割，故本件在分割協

議消滅時效經過後，法院仍得依共有人丁之請求，進行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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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參考

◤現已增訂於民法第 824 條第 2 項（69 第 8 次民議1）

依民法第八百二十三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各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

物，以利融通與增進經濟效益，不動產共有人協議分割後，其請求辦理分割

登記之消滅時效完成，共有人中為拒絕給付之抗辯者，該協議分割之契約，

既無從請求履行，以達原有分割之目的，揆諸分割共有物之立法精神，自應

認為得請求裁判分割。

題型 3-2-6 區分所有建築物

何謂區分所有建築物？區分所有建築物應如何管理？（25 分）

100 鐵路員級地政第 4 題

題型分析

本題爭點明確，可供讀者了解區分所有之基本概念。又，請注意民法對於

區分所有人所訂立之規約與共有人之分管契約為不同的規範，考量到規約具有

團體性，以及區分所有人間彼此達成共識並不容易與所耗成本，受讓人須受規

約限制。

不得不提的是，民法一方面不區分買受之第三人主觀善惡意，均規範規約

得拘束之；但另一方面仍於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4 條第 1項規定：「區分所

有權之繼受人，應於繼受前向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請求閱覽或影印第三十

五條所定文件，並應於繼受後遵守原區分所有權人依本條例或規約所定之一切

權利義務事項。」及同法第 35 條規定：「利害關係人於必要時，得請求閱覽

或影印規約、公共基金餘額、會計憑證、會計帳簿、財務報表、欠繳公共基金

與應分攤或其他應負擔費用情形、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及前條會議紀錄，管理

負責人或管理委員會不得拒絕。」旨在保障買受人「知的權利」，同時也課予

買受人知悉且受拘束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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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本題字數約 462字

評分 題號 ﹙作答請從本頁第 1 行開始書寫，並請標明題號，依序作答﹚

題型 3-2-7 專有部分與共有比例

一棟五樓公寓，由甲、乙、丙、丁、戊區分所有，各區分所有權人

除有各自之專有部分外，尚有地下室共有部分，作防空避難設備兼法定

停車空間使用。請依民法規定回答下列問題：何謂專有部分？其成立要

1	依民法第799條第1項規定，區分所有建築物是指，數人區分

一建築物而各專有其一部，就專有部分有單獨所有權，並就該

建築物及其附屬物之共同部分共有之建築物。

	 承上，可知建築物區分所有人對於專有部分有單獨所有權，對

於共同部分則與其他區分所有權人共有之。

2	建築物區分所有人間應訂立規約以管理區分所有建築物

1.	前述專有部分，指區分所有建築物在構造上及使用上可獨立，

且得單獨為所有權之標的者。原則上區分所有人得自由為處

分、管理，但依同條第3項前段，專有部分得經其所有人之

同意，依規約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所有人共同使用。

2.	至於共有部分，原則上為區分所有人全體所共有，故應由全

體所共用；但依同條第3項後段知，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

經規約之約定供區分所有建築物之特定所有人使用，亦即區

分所有人間得以規約約定管理方式。

3.	承上，區分所有建築物之規約依民法第799條之1第4項，

明定具有拘束第三人之效力，無論第三人主觀上善意與否，

以保護區分所有人間所形成之團體性。

4.	又，除規約外，區分所有權人間亦得以會議方式，對區分所

有建築物之管理達成共識，併此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