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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說

綜觀民法中並無「分別共有」之用語，而民法第827條以下則明文使用「公

同共有」一詞，故於法條、判決中僅看到「共有」二字時係指分別共有，出現

「公同共有」時始指公同共有。

又按民法第817條第1項規定，共有係數人按應有部分對於一物有所有權，

而所謂應有部分，係指分別共有人得行使權利之比例，非指共有物之特定部

分1。可知應有部分係抽象存在共有物之每個點上，非具體存在於共有物之特定

部分。

貳、共有物之使用、收益與管理

一、基礎概念

民法第818條所定共有人原則上依其應有部分，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有使用收

益之權，係指各共有人得就共有物全部，於無害他共有人權利之範圍內，

按其應有部分行使用益權而言。惟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定部分使用收益，

仍須經共有人協議定之，非謂共有人得對共有物之全部或任何一部有自由

使用收益之權利2。

簡言之，民法第820條第1項所謂「除契約另有約定外」，係指分管契約。故

共有人對共有物之使用收益，可依共有人全體合意成立分管契約；若未能達

全體合意，則經多數決決定之；若亦無法成立多數決，逕依民法第818條規

定，各共有人對共有物之使用收益，須受其應有部分之限制，不得妨害他共

有人之權利。

二、民法第818條規定之適用
民法第818條規定，各共有人對於共有物之全部，按其應有部分享有使用收益

之權。然本條旨在對共有物之使用收益權能為基本分配，僅在共有物尚未經

1 參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2387號判例。
2 整理自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1949號判例、62年台上字第1803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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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人為分管之約定時始有適用，若共有人已有分管協議，法律自應尊重，

各共有人亦只能就各自分管部分為使用、收益，縱使各共有人依其協議實際

可為使用或收益之範圍超過或小於應有部分，亦屬契約自由之範圍3。

三、分管契約

1 成立與終止4

1. 分管契約之成立

 分管契約係共有人就共有物之使用、收益方法所成立之契約，分管契

約既為契約，分管契約之成立自須經全體共有人之同意，並非以多數

決之方式訂立。惟共有人間未能成立分管契約時，得依民法第820條第

1項以「多數決」方式為共有物管理之決定。

2. 分管契約之終止

 分管契約定有期限者，於期限屆滿時失效；分管契約未定有期限者，

因終止分管契約係關於共有物管理方法之變更，須經共有人全體同意

始得為之，各共有人不得隨意終止之。

2 效力5

 共有人如就共有物已訂有分管契約者，對「各分管部分」即有「單獨使用、
收益」之權。而其使用收益之方式，除得自己使用之外，亦得將其分管部分

出租、出借予他人，無須得其他共有人之同意。且承租人、借用人於「分管

契約存續中」得本於「占有連鎖」對其他共有人主張其為有權占有，故該全

體共有人不得主張承租人、借用人為無權占有而請求返還共有物。

四、共有物管理方法之訂定

1 除共有物之簡易修繕及保存行為依民法第820條第5項規定，得由一共有人
單獨為之之外，共有物之管理依同條第1項規定，以多數決決定之，以促
進共有物有效利用。又依同條第2項規定，共有人依多數決就共有物所定
之管理，對少數不同意之共有人顯失公平時，不同意之共有人得聲請法院

以裁定變更該管理，避免多數決之濫用，並保障全體共有人之權益。及依

同條第3項規定，原定之共有物管理因情事變更致難以繼續時，任何共有

3 整理自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1656號判決。
4 整理自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585號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6年度上字第204號
判決。

5 參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087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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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得聲請法院變更之。

2 共有人得否訴請法院定共有物管理之方法？

爭　點

共有人得否訴請法院定共有物管理之方法？

上 榜 模 板

共有物之管理方法，依民法第820條第1項規定，除由共有人全體同意成立分管
契約外，應以多數決決定之。次按同條第2、3項規定，法院僅能被動介入，於
發生本條第2、3項規定之情形時裁定變更之，共有人縱無法達成共有物之管理
方式之合意，亦不得逕訴請法院訂定共有物之管理方法。

 甘心小提醒

因為民法第820條第1項所謂管理，旨在使用、收益，所以當共有人以多數
決決定共有物之管理方法時，就是在決定共有物使用收益的方式，而其方

式，除了把共有物給部分共有人使用之外，亦得將共有物出租、出借予他

人。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4年法律座談會民執類提案第15號

民法第824條第7項與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之競合

? 提案

分別共有物，若共有人不能以協議定其共同管理方法，各共有人能否訴求法

院以裁判定之？

! 決議：採乙說

民法第八百二十條第一項規定，共有物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由共有人共同

管理之，是共有土地之如何分別管理，應由全體共有人以契約為之，此與

共有物之分割不同，不能由法院判決，各共有人訴請分管，於法無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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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共有人間約定對繼受人之拘束力

1 基礎概念
 共有物之分管契約、協議分割契約、禁止分割之約定或依民法第820條第1
項所為之多數決決定，性質上屬債權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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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賦予物權效力，故參照釋字

第349號解釋及外國立法例，於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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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經

由法院依民法第820條第2項、第3項裁定所定之管理，該非訟裁定亦經登
記後，始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具有效力。

 在不動產上係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使受讓人等有知悉之機會；惟因動產無
登記制度，法律上又保護善意受讓人，故以受讓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其情事

者為限，始對之發生法律上之效力。

 甘心小提醒

繼承人等「概括繼受人」一概受共有人間原約定、契約或決定之拘

束，僅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等「特定繼受人」，始

區分為動產、不動產共有，而依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之方式決定原共
有人間之約定對特定繼受人有無拘束力。

2 「不動產」共有人之約定、契約或決定等「未經登記」時，有無釋字第

349號解釋之適用？6

上 榜 模 板

一、肯定說

 此時仍應參考釋字第349號解釋之意旨，於繼受人「明知或可得而知」原

不動產共有人間之約定、契約或決定時，受其拘束；於繼受人「無過失

善意」時，則不受拘束。

二、否定說

 民法第826條之1係以登記為公示方法，相較於釋字第349號解釋以繼受人

之主觀意思決定繼受人是否受拘束，更足以保障交易安全，故關於不動

6 整理自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2年度簡上字第126號判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0年度簡上字
第316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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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共有之約定、契約或決定等對第三人之效力，應依民法第826條之1決

定之，倘未經登記對第三人不生拘束力。

三、小結

 宜採後說，蓋為符合欲發生物權對世效力者，應有一定公示方法以保障

交易安全之基本原則，未經地政機關登記者，應回歸「債之相對性原

則」，對第三人不生效力，即不得對應有部份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

發生效力。

3 實務見解

釋字第349號解釋

要旨：分管契約於受讓人明知或可得而知時始對其生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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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共有人任意為使用收益之效力

爭　點

當共有人違反分管契約或多數決，而任意排他占有並使用收益共有物時，其

他共有人有何權利可資主張？又或者，共有人間尚無共有物用益之約定，但

共有人違反民法第818條規定，逕自占有並使用收益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時，

其他共有人應如何主張？例如，甲、乙、丙共有一塊A地，甲未經乙、丙同

意，即占用A地興建廠房，乙、丙應如何維護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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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榜 模 板

一、物上請求權

 甲未經乙、丙同意即任意占有A地並使用收益，係無權占有A地，侵害其所

有權，乙、丙得主張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及

所有物妨害除去請求權，請求甲拆除廠房並返還A地予「共有人全體」。

二、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甲任意占有A地興建廠房，亦在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比例上為使用收益，

係無法律上原因侵害歸屬於乙、丙之利益，甲所受「占有」A地之利益為

不當得利，乙、丙得依民法第179條請求甲還返占有予共有人全體；而甲

在無權占有期間所受「使用收益」A地之利益，乙、丙得依民法第179

條、第181條但書規定，各自本於應有部分請求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

三、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共有人未按其應有部分行使使用收益權，損及他共有人之利益，與侵害

他人之所有權相同7。故甲任意占有A地已侵害乙丙之所有權，乙丙得按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各自本於應有部分向甲請求損害賠償。

 甘心小提醒 1 

因共有物之應有部分性質，係抽象存在共有物之每個點上，非具體存在於

共有物之特定部分，從而，無論共有人占用多少部分，其上均有他共有人

之應有部分比例，故縱其占用共有物之範圍，未逾其應有部分換算所得之

面積，他共有人仍得按其應有部分請求返還不當得利8。

 甘心小提醒 2

因相當租金之不當得利及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金皆為金錢上請求，係「給

付可分之債」，共有人行使該請求權，仍須受到應有部分比例之限制，

7 參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3495號判例。
8 參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9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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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依民法第271條規定，僅得「各自本於應有部分請求向自己給付」；惟
若係「給付不可分」之債，則依民法第293條規定，得由一共有人請求向
「全體共有人」給付。

最高法院74年度第2次民事庭會議決議3

要旨：未經他共有人同意而任意占用收益共有物之全部或一部，他共有人得

主張物上請求權

! 決議：採乙說

未經共有人協議分管之共有物，共有人對共有物之特定部分占用收益，

須徵得他共有人全體之同意。如未經他共有人同意而就共有物之全部或

一部任意占用收益，他共有人得本於所有權請求除去其妨害或請求向全

體共有人返還占用部分。但不得將各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固定於共有物之

特定部分，並進而主張他共有人超過其應有部分之占用部分為無權占有

而請求返還於己。本院七十年度台上字第三五四九號、七十一年度台上

字第一六六一號判決與七十年度台上字第二六○三號判決所持見解，並

無歧異。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4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1號

? 法律問題

甲、乙二人分別共有土地，應有部分各為二分之一，甲、乙就共有土地之

管理並無另以契約約定。甲未得乙之同意，於共有土地上興建未辦理建物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房屋。其後甲因積欠債務，其於土地之應有部分二分

之一經債權人聲請法院強制執行查封、拍賣，由A拍定取得。A對甲提起拆

屋還地訴訟，請求甲拆除前開房屋，並返還房屋占用部分之土地於全體共

有人，甲抗辯土地及房屋均為其所有，僅以土地讓與於A，依民法第425條

之1有租賃關係存在，非無權占有。試問，本件甲之主張是否可採？

! 研討結果

採乙說：否定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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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及房屋為數人共有之情形，土地之各共有人僅依其應有部分之

比例而有其所有權，各共有人就土地之特定部分並無占有使用之權。共

有人之一人於共有土地上興建房屋，土地其餘共有人本即得請求拆除

之，並無容忍之義務，房屋所有人利用土地之權限，與土地及房屋同屬

單獨一人所有，土地所有人得自由利用土地興建房屋之情形並不相同。

於本例情形，共有人甲未得共有人乙之同意而興建房屋，共有人間又無

關於土地分管之協議，乙本得依物上請求權請求甲拆除，A因拍賣取得

土地之應有部分，其地位即與乙相同。甲就土地特定部分既無使用收益

之權限，何能推定租賃關係？此與土地房屋均同屬甲所有，而甲將土地

及房屋分別或先後出賣，推斷土地所有權人默許房屋所有人繼續使用土

地之情形不同，是本例應無民法第425條之1之適用。

實例演練  
．104公路員級

A地為甲、乙、丙、丁四人分別共有，各有應有部分四分之一，四人約定

各分管A地的一部，甲、乙、丙就在各自所分管的土地上建築房屋，丁則

將所分管的土地設置停車場，不久之後，丁將其應有部分出售並移轉所有

權給戊，戊主張甲、乙、丙、丁四人分管契約對其不生效力，並要求重新

協商分管契約，問有無理由？（25分）

題型分析

戊受讓丁之應有部分後，原共有人間的分管契約對其有無拘束力，考點

明顯是在民法第826條之1，不過再多看題目兩眼，共有物是不動產，且

分管契約未經登記，請馬上聯想到此時是否仍然要適用釋字第349號解釋

的爭點，別單純的只寫法條哦。

答題大綱

戊主張分管契約對其不生效力有理由

1 釋字第349號解釋、民法第826條之1第1項規定

2 戊之主張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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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爭點提出：判斷不動產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未經登記得否拘束

受讓人時，有無釋字第349號解釋適用

⑴ 肯定：應參考釋字第349號解釋之意旨；否定：第826條之1

相較於釋字第349號解釋更足以保障交易安全

⑵ 本文見解

2. 涵攝

參考擬答

戊主張甲、乙、丙、丁四人分管契約對其不生效力為有理由，理由如

下：

1 依釋字第349號解釋，分管契約於受讓人明知或可得而知時對其生拘

束力；又民法（下同）第826條之1第1項明文規定，不動產共有人

間之分管契約於登記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具有效力。

2 戊之主張有理由

1. 本件戊是否受分管契約之拘束，涉及不動產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未經

登記得否拘束受讓人之判斷，有無釋字第349號解釋適用之疑義。

⑴ 有認為此際應參酌釋字第349號解釋之意旨，於繼受人明知或可

得而知原不動產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時仍受拘束；亦有認為，

第826條之1係以登記為公示方法，相較於釋字第349號解釋以

繼受人之主觀意思決定繼受人是否受拘束，更足以保障交易安

全，故關於不動產共有之分管契約對第三人之效力，應依第826

條之1決定之，倘未經登記對第三人不生拘束力。

⑵ 本文以為，為符合欲發生物權對世效力者，應有一定公示方法

以保障交易安全之基本原則，分管契約未經登記者，應回歸

「債之相對性原則」，對第三人不生效力，故採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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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again

? 【107地特四等地政】

甲乙共有A地，應有部分各為二分之一。雙方口頭約定以A地之中線為中

心，各自使用中線之左半邊與右半邊。甲將其應有部分出售於丙並辦理

移轉登記完畢，惟丙對雙方使用A地之口頭約定，並不知悉。嗣後丙即對

乙主張應重新約定使用之部分。乙以A地使用方式行之多年，且甲未經他

共有人之同意即擅自出售應有部分，拒絕承認丙為A地共有人及丙之請

求。試問：乙之拒絕有無理由？（25分）

! 解題要點

1 乙拒絕承認丙為共有人無理由

 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故甲出售並移轉其應有部分予丙，無

庸經乙之同意，乙拒絕承認丙為A地共有人為無理由（民§819I）。

2 乙拒絕丙之請求無理由

 甲、乙就共有之A地約定各自使用中線之左、右半邊，屬共有人就共有

物之使用、收益方法所成立之分管契約。甲將其應有部分出售並移轉

予丙後，雖繼受人丙主觀上不知該分管契約存在，惟若該約定之A地使

用方式確已行之多年，使丙可得知悉該契約存在時，丙是否須受其拘

束，同樣係涉及不動產共有人間之分管契約未經登記得否拘束受讓人

之爭點。依民法第826條之1，甲、乙之分管契約僅有口頭約定，未經

登記，對丙自不生拘束力，故丙請求重新約定A地使用方式為有理由。

2. 本題甲、乙、丙、丁各自於所分管的土地上建屋、設置停車場，

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戊自土地利用之外觀似可得而知分管契約之存

在，惟本件甲、乙、丙、丁間之分管契約未經登記，縱戊對分管

契約可得而知，對戊亦不生拘束力，戊得要求重新協商分管契

約，其主張有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