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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不動產共有人擁有不動產所有權的應有部分，且可以自由處

分該應有部分，自然也包括可以拋棄應有部分，本無疑義。只是

一旦不動產的共有人拋棄應有部分，隨之而來的就會加重其他共

有人的經濟上負擔，因此德國聯邦法院（BGH）在 1991 年及

2007 年的判決中，相繼認為「不動產共有人不可以自由拋棄應

有部分」，遂引起德國法界的爭議。但由本文所整理的德國立法

資料，可知應有部分的拋棄，是德國民法（BGB）自 1900 年立

法以來，自始就充滿爭議的難題，學說有各自不同的解讀，而無

法獲得明確的解釋。 

雖然「不動產共有人拋棄應有部分」是一充滿爭議性的議

題，但基於不動產所有權的高價值性，因此「不動產共有人拋棄

應有部分」，在德國實務並不常見，因此雖有爭議，但也未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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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重大影響。令人訝異的是，「不動產應有部分的拋棄」在我國

法界卻從未發生過爭議，而被視為理所當然。該「理所當然」的

原因，勢必必須透過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加以探究，始能得知何

以如此。因此本文整理德國法界的相關爭執點，而以本國法規

定，特別是以我國土地法相關規定，就三部分為討論：一、應有

部分的權利性質是否可以和單一所有權般，等同視之，故而共有

人可以自由拋棄其應有部分？二、拋棄應有部分有無規避共有的

分割制度？三、拋棄應有部分，是否會不利於其他共有人，故而

為法所不許？以此三點，分析相關的德國法界意見可否適用於我

國相關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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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bandon of the Due Part of the 
Ownership of the Real Property 

Erwin Liu  

Abstract 

The co-owner of the real property owns the due part of the 

ownership of the real property, and can freely dispose of the due part, 

and naturally includes the right to discard the due part, which is no 

doubt right. It’s just that once the co-owner of the real estate 

abandons the due part, it will increase the financial burden of other 

co-owners. Therefore, the German Federal Supreme Court (BGH) in 

its judgments in 1991 and 2007 successively held that "the co-owner 

of the real estate cannot freely abandon what you deserve", which 

caused controversy in German law circles.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German legislative materials compiled in this article,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abandonment of the due part has been the fully controversial 

problem since the German Civil Code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BGB) was enacted in 1900. The doctrines have their own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and no clear explanations can be obtained. 

Although "a real estate co-owner discards due parts" is a 

controversial issue, based on the high value of real estate ownership, 

"the co-owners of real estate abandon due parts" is not comm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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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man practice, so that it is controversial, but not arousing major 

discussions in German legal circles. What is even more surprising is 

that "the abandonment of the due part of real estate" has never been 

disputed in the legal circles of our country, and it is taken for 

granted. The reason for this "reasonable" is bound to be explo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our country. 

Therefore, this article sorts out the relevant disputes in the German 

legal circle, and discusses three parts based on the provisions of the 

domestic law, especially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land law of 

our country: 1. Whether the nature of the rights of the due part can be 

regarded as equivalent to single ownership, so the co-owners are free 

to discard their due part? 2. Does the abandonment of the due part 

circumvent the system of the common division? 3. Will abandoning 

the due part be detrimental to other co-owners, so it is forbidden by 

the law? Based on these three points, I will analyze whether the 

relevant opinions of German legal circles can be applied to the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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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基於不動產所有權的高價值性，或許一開始法律人難以想像

「不動產所有權人拋棄應有部分」的可能性及需求性。但在實務

上，共有人拋棄不動產的應有部分，主要是出自於當初是對不動

產有事實上的使用需求性，故而設法取得土地（需用地）的共

有，例如數筆周圍地的所有權人，有必要使用一塊相連地以為通

行之用，因此多人共有該通行地1，或是多筆土地所有權人設法

籌措共有一筆土地，籌建游泳池，以為共用2。一旦土地共有人

不再需要使用該「通行地」或是「游泳池」，例如因為新開設道

路，或是因為土地被徵收，因此使得自己不再有使用「通行地」

或是「游泳池」之需要，此時如果共有人可以順利出售「通行

地」或是「游泳池」的應有部分，自無問題。但因為不是周圍地

的所有權人，就無使用「通行地」或是「游泳池」的需求，因此

周圍地所有權人就有可能無法順利出售「通行地」或是「游泳

池」的應有部分給第三人，但自己卻仍必須分擔「通行地」或是

「游泳池」的相關費用負擔，例如數額不斐的「通行地」維護費

用或是「游泳池」的水費，則勢必就會對自己造成無法忍受的經

濟上不利益，因此「通行地」或是「游泳池」的共有人就有拋棄

其應有部分的需求性。 

但一旦不動產的共有人拋棄其應有部分，隨之而來的就會加

重其他共有人的經濟上負擔，例如勢必就會增加其他共有人對

                                                       
1 參考德國實務案例：KG, NJW 1989, 42; BGH, NJW 1991, 2488。當然不排

除數人也可以就同一筆土地，共同設定地役權或是地上權，而取得地役

權或是地上權的應有部分。但相同的問題也會發生在，是否用益物權的

共有人可否拋棄用益物權的應有部分？  
2 參考德國實務案例：LG Konstanz, NJW-RR 1989,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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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地」的維護費用或是「游泳池」的水費支出，因此就會引

起其他共有人的反對，遂產生法律上的爭議。 

貳、德國法爭議 

一、德國立法史料解釋的爭議 

按德國民法第 928 條第 1 項規定，不動產所有權人可以拋棄

所有權，根據同條第 2 項規定，拋棄後的不動產，由公權力機關

取得「無主不動產的登記取得權」3。至於不動產所有權的共有

人可否拋棄應有部分？則早在 1900 年德國民法制定時，就充滿

爭議。由立法史料可以清楚得知，德國立法者有意對該問題，放

棄明確的立法。但即使是基於如此清楚的史料，卻仍在德國法界

產生不同的解讀。 

（一）否定說的解讀 

有論者4認為，德國立法者在制定德國民法第 950 條草案時，曾

經明文確認「不動產共有人可以拋棄應有部分」，但之後卻在討論

時，將該條文規定刪除，而認為此問題應交由學術及實務界討論。論

者據此以為，德國立法者對「不動產共有人可否自由拋棄應有部

分」，有所質疑，故而放棄明確的立法，意謂德國立法者對不動產

「應有部分」的權利性質認知，是否可以和不動產單一所有權的權利

性質，相同並論，並進而認為不動產共有人也可以如同不動產單一所

有權人般，可以自由拋棄應有部分？實則是抱持懷疑的態度。 

                                                       
3 德文 Aneignungsrecht。按此規定，拋棄後的無主不動產所有權，不是自

動歸屬於公權力機關，而是由公權力機關取得專屬的登記取得權。俟登

計後，公權力機關始取得該被拋棄的不動產所有權。  
4  Roman Bärwaldt, Keine Dereliktion eines Miteigentumsanteils an einem 

Grundstück-KG, JuS 1990, S.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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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並進一步認為，雖然立法者並未在其立法條文中，明確

表達反對的意見，但卻在立法草案的建議中，有間接的表達。因

為在草案討論時，曾有立法者建議，不動產應有部分拋棄後的效

力應採「彈力說」，但卻被絕大部分立法意見所拒絕，因為根據

絕大部分立法意見，認為如果不動產應有部分拋棄後的效力採

「彈力說」，則該被拋棄的應有部分就會自動歸屬於其他共有

人，則其他共有人就必須承受存在於該應有部分上的訴訟負擔，

甚而必須負擔該部分的訴訟費用，自不利於其他共有人5。論者

據此認為，「不利於其他共有人」是立法者拒絕不動產應有部分

可以拋棄的重要理由，故而未將「許可不動產共有人拋棄應有部

分」明文入法。由此可知，在立法資料的歷史性解釋下，應認為

不動產共有人拋棄應有部分，法所不許。 

（二）肯定說的解讀 

但也有其他論者 6經由德國立法史料的爬梳，得出不同看

法。論者以為，固然德國立法者確實曾一度將「不動產共有人可

以拋棄應有部分」，明示列入立法草案第 950 條，但之後又將之

刪除，但卻不能僅因立法者最後刪除許可不動產共有人拋棄應有

部分，就解讀認為立法者最終不同意不動產共有人可以拋棄應有

部分。論者以為，立法者是否同意不動產共有人可以拋棄應有部

分，有必要繼續追究整個立法過程。論者認為，由德國民法立法

史料可知，立法者刪除許可不動產共有人拋棄應有部分的草案，

不是因為立法者認為不動產共有人拋棄應有部分會影響其他共有

                                                       
5  參 閱 Prot. bei Mugdan III, 1899, S. 702 ： ‘‘sich wegen der auf dem 

anfallenden Anteil ruhenden Lasten in Prozesse einzulassen und die 
Prozeßkosten zu tragen. ”。  

6 Kanzleiter, Aufgabe des Miteigentumsanteils an einem Grundstück durch 
Verzicht nach § 928 BGB?, NJW 1996, S. 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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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利益，而是因為立法者無法對不動產共有人拋棄應有部分的後

續法律效果，取得一致的意見，即：被拋棄的應有部分應自動歸

屬於其他共有人（所謂「彈力說」）？或是被拋棄的不動產應有

部分，應由公權力機關取得專屬的「登記取得權」7？抑或應由

其他共有人取得優先順位的「登記取得權」，而由公權力機關取

得後順位的「登記取得權」？對此爭議，立法者認為並無實務上

的重要性，故放棄明示立法，而傾向將該問題交由交由學術界及

實務界決定。且由立法史料可知，多數的立法意見傾向認為「拋

棄不動產應有部分」就應如同「拋棄（單一）不動產所有權」

般，應由公權力機關專屬取得「登記取得權」。 

總之，按肯定說論者的說法，細究德國立法史資料，不但不

能由立法者明確刪除「不動產共有人可以拋棄應有部分」草案，

就推論立法者有意否定不動產共有人可以拋棄應有部分。甚而由

立法史資料可以得知，立法者清楚表達肯定不動產共有人可以拋

棄應有部分，而且按多數立法者的意思，在共有人拋棄應有部分

後，應由公權力機關專屬取得「登記取得權」。 

由上述對德國立法史資料的正反意見解讀，可知共有人可否

自由拋棄不動產應有部分，自始就在德國立法者的想像爭議中。

而如同德國立法者所強調，德國立法者刻意不採取明確的立法態

度，而將該問題留由法界討論、解決。由德國法界之後的發展可

知，法界對此，至今仍是眾說紛紜。 

二、德國實務及學說的爭議 

在早先的德國法院實務判決8及學說9，皆傾向認為不動產共

                                                       
7 參閱前註 3。   
8 KG, JR 1927, S. 805, Nr. 1325. 
9 Bassenge, in: Otto Palandt,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Kommentar, 48. Au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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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拋棄應有部分，自為法所許可，因為不動產應有部分的權利

性質，實無異於單獨、單一的所有權，因此共有人當然可以自由

處分其應有部分，包括拋棄應有部分。但在 1987 年德國高等法

院10判決，認為不動產共有人拋棄應有部分，於法不合，該見解

隨之在 1991 年獲得德國聯邦法院（BGH）11的認同，並在 2007

年的判決中12，德國聯邦法院（BGH）再次確認該見解，因而也

帶動不少學說13跟隨，一舉成為今日德國通說，但也引起反對意

見的回擊。 

（一）體系性解釋 

根據德國聯邦法院（BGH）意見，不動產應有部分的拋棄，

違反分別共有的法律規範，因為根據德國物權法規定，分別共有

的共有人，如果要解決共有物應有部分所帶來的不方便，應是以

                                                       

1989, §928 Rn. 1; Eickmann, in: Harm Peter Westermann, Sachenrecht: Ein 
Lehrbuch, 8. Aufl., 2011, §103 Rn. 1; Ertl, in: Julius von Staudinger,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Kommentar, 12. Aufl., 1986, §928, Rn. 6; 
Kanzleiter, in: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Kommentar, 2. Aufl., 1986, §928 Rn. 
2; Christian Kessler, BGH: Kein Verzicht auf Miteigentumsanteil an einem 
Grundstück, DNotZ, DNotZ 2007, S. 840; Kranichfeld, Die Aufgabe des 
Eigentums an Grundstücken und deren Folgen, Diss. 1908, S. 27; Lobe, in: 
Gottlieb Planck,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Kommentar, 4. Aufl., 1928, §747 
Anm. 6; Seufert, in: Julius von Staudinger,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Kommentar, 11. Aufl., 1956, §928 Rn. 5; Martin Wolff/ Ludwig Raiser, 
Sachenrecht, 10. Aufl., 1957, §88 I Rn. 1.   

10 KG OLGZ, NJW 1989, 42. 
11 BGH, JR 1992, 149. 
12 BGH, NJW 2007, 2254. 
13  Bärwaldt, a.a.O. (Fn. 4.), S. 788; Bassenge, in: Otto Palandt,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Kommentar, 49. Aufl., 1990, §928 Rn. 1; Hager, in: Harm Peter 
Westermann,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Erman-Kommentar, 67. Aufl., 2008, §928 Rn. 
2; Henssler, Rechtsprechung in Zivil- und Zivilprozeßrecht, JR 1992, S. 152; 
Jauernig, in: Othmar Jauernig,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Kommentar, 67. Aufl., 2008, 
§928 Anm. 2; Pfeifer, in: Julius von Staudinger,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Kommentar, 13. Aufl., 2018, §928 R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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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消共有制度為手段才是，例如應將應有部分讓與給其他共有

人，或是經由共有物的分割，取得獨立的分割物所有權後，再加

以拋棄。在此之外，直接以拋棄應有部分的方式，達到實質解消

共有制度的結果，有違物權法的共有規範，故為法所不許。 

惟反對意見14以為，共有關係的解散消滅，和應有部分的拋棄，

係屬不同的法律規範，體系上不能相提並論，當然就不宜認為「共有

關係的分割規範，排除應有部分拋棄的可能性」。蓋反對說以為，共

有物的分割是一種債法上的請求權利，以變更共有物型態及變價為手

段，謀求全體共有人的利益分配。但應有部分的拋棄則是物權法上的

制度，目的並非是在追求利益的分配及取得，故而不同於分割制度，

兩者是完全不同的要件、方式及目的的制度。 

（二）立法目的性解釋 

此外，德國聯邦法院（BGH）也強調，不動產應有部分拋棄

後，將使得被拋棄的不動產應有部分成為無主物，結果會加重其

他共有人對共有物的費用支出負擔，等同拋棄人以單獨行為造成

他人的不利益，亦為不妥。而由立法資料可知，不利於其他共有

人，正是立法者拒絕許可拋棄不動產應有部分的理由。 

惟反對意見15認為，要求共有人只能以分割的方式，脫離共

有關係，其間所需的分割費用分擔，果真比共有人拋棄應有部

分，更加有利？反之，如果共有物因故無法分割，例如共有物對

外拍賣不易，而其他共有人也不願意承購應有部分，或是因法律

規定，禁止分割共有物，例如區分所有建築物不允許分割，此時

如果仍不同意可以拋棄應有部分（或是區分所有權），對於想要

拋棄應有部分（區分所有權）的共有人是否合理？也不無疑問。 

                                                       
14 Kanzleiter, a.a.O. (Fn. 6.), S. 905, 906. 
15 Kanzleiter, a.a.O. (Fn. 6.), S. 905,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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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國法之檢討 

由上述德國法界的資料研讀，可知「不動產共有人可否拋棄

應有部分」，自始就是德國民法制定時的爭議問題。甚至時至今

日，德國法學界仍在爭執該問題，而各有堅持。值得注意的是，

該問題卻未曾在我國的民法界引起討論，即我國法界將「不動產

應有部分的拋棄」，視為當然16。 

因此本文就聚焦於以下三點爭論，參酌德國學說意見，嘗試分

析拋棄應有部分在我國民法上的可能性：一、應有部分的權利性質

是否可以和單一所有權般，等同視之，故而共有人可以自由拋棄其

應有部分？二、拋棄應有部分有無規避共有的分割制度？三、拋棄

應有部分，是否會不利於其他共有人，故而為法所不許？ 

一、應有部分的法律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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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第 1 項規定：「各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條文已

經充分明示應有部分的獨立權利性質，無異於一般單獨的所有

權。在此觀點下，我國法界普遍認為，根據民法第 764 條第 2 項

規定，既然所有權人可以拋棄所有權，當然也就不應排除共有人

也可以拋棄應有部分。 

                                                       
16 最高法院 106 年台上字第 978 號判決；王澤鑑（2009），《民法物權》，頁 278，

台北：作者自版；姚瑞光（1983），《民法物權論》，頁 122，台北：作者自版；

鄭冠宇（2020），《民法物權》，十版，頁 289，台北：新學林；鄭玉波、黃宗樂

（2004），《民法物權》，修訂十四版，頁 140，台北：三民；謝在全（2004），

《民法物權論（上）》，修訂四版，頁 515，台北：新學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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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有人的使用收益權限  

但如果共有人的應有部分是一獨立的權利，因此共有人對共

有物的全部，都享有使用收益的權限，不難想見會在全體共有人

間，所可能發生的衝突。惟在合理處理共有人間的使用收益權限

衝突時，仍必須充分注意民法第 818 條及第 819 條所宣示的「應

有部分是一獨立權利」的性質認知。蓋應有部分是一種對「物」

所有權在「抽象理念上」的權利分配比例，而不是「實質物理

上」的權利比例分配，因此共有人基於對共有物的應有部分，姑

且不論共有人的應有部分所佔的比例為何，共有人都可以對共有

物的全部，有使用收益的權利（參照民法第 818 條）。依此，各

共有人對於共有物的使用，都可以主張在空間上及時間上，擁有

全部的使用權限，而非依其應有部分比例，僅限於共有物的某一

特定空間或時間的有限使用而已。因此即使共有人全年都在使用

共有物的全部，例如整年使用公寓大廈所附設的游泳池，其他共

有人亦無得對之主張「使用利益」的不當得利，否則就是違反民

法保障共有人對於應有部分的權利。 

就共有物的收益而言，雖然民法第 818 條也明言，共有人對共

有物的全部有收益之權，但對此必須小心解釋。條文一方面係要強

調，共有人基於應有部分，當然可以對物的全部，按應有部分比

例，主張收益權利，而非僅能針對物的特定部分主張收益。但另一

方面，共有物所產生的收益，係屬物之孳息，因此孳息權利的歸

屬，仍須注意一般民法原則。例如共有人使用共有土地耕作，所收

取的耕作物所有權歸屬（天然孳息），應依一般民法原則判斷，因

此應歸土地所有權人所有17，即應由全體共有人取得耕作物所有權

                                                       
17 參照民法第 766 條：「物之成分及其天然孳息，於分離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

仍屬於其物之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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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別共有18。換言之，共有人使用共有物收取天然孳息，其他共

有人可以對該天然孳息，按其應有部分比例，主張分別共有。 

總之，各共有人對共有物的全部擁有使用權限，而不須對其

他共有人負起使用利益的不當得利，但共有人因使用共有物所取

得的收益，例如天然孳息，則由全體共有人，按應有部分比例，

取得分別共有。只是最高法院 55 年台上字第 1949 號判決卻認

為：「民法第八百十八條所定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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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他共有人之權利限度內，可按其應有部分行使用益權而言。故

共有人如逾越其應有部分之範圍使用收益時，即係超越其權利範

圍而為使用收益，其所受超過利益，要難謂非不當得利」。本件

最高法院認為被上訴人應返還多占面積，依三七五標準計算之不

當得利的使用利益，而不是就被上訴人耕作所得的耕作物利益為返

還，自有不明共有人的應有部分，係一可以使用共有物全部的獨立權

利，並無所謂妨礙其他共有人的使用利益，而構成不當得利可言。 

綜上所述，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分對共有物的全部，有使用

的權限，故無「使用利益」不當得利責任可言。惟當全體共有人

同時都要使用共有物時，例如共有人同時都想就共有土地耕作，

就會造成使用權限的衝突。此時全體共有人應依誠實信用原則，

彼此負有以協議解決使用權限衝突的義務19，係屬共有關係中的

共有人法定債之義務，若共有人拒絕協議或是違反協議，共有人

應是向之主張債務不履行的損害賠償責任。且因為協議只具債之

效力，而無法改變應有部分的絕對權性質及效力，故共有人仍無得

                                                       
18 當然全體共有人也必須共同分擔耕作費用。 
19 參照最高法院 62 年台上字第 1803 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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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違反協議的共有人，主張侵害「應有部分」的不當得利責任20。

由此可知，應有部分就如同單獨所有權般，係一對物的絕對權，

共有人對共有物的全部，有完整的使用權限，因此即使共有人的

使用權限須受共有人協議的限制，但也僅受債之效力拘束而已，

而非是直接的物權拘束，因此共有人相互間都不能主張（絕對

權）權益受侵害的不當得利責任，充分展現應有部分的權利性

質，其實並無異於一般獨立的所有權。 

（二）拋棄應有部分的效果  

所有權人可以拋棄所有權，係在反映所有權係一自由處分，

不受干涉的權利的當然之理。所有權被拋棄後，成為無主物，但

不動產應有部分拋棄後的效果，是否應如同獨立的所有權般，也

成為無主物？抑或應做其他效果處理？卻在學說上，產生極大爭

議，凸顯共有物應有部分的權利性質，果真如同獨立的所有權

般，可以任由共有人自由主張拋棄，不無疑問。 

1.彈力說 

不動產單一所有權在拋棄後，即成為無主物。但有學說21認

為，共有物所有權的應有部分拋棄後，該應有部分不應成為「無

主物」，而是應歸屬於其他共有人，是謂「彈力說」。「彈力

說」主要是認為共有物應有部分，性質上是「物」在抽象理念上

的權利分配，故應有部分拋棄後，不是成為無主物，而應是使

「物」在抽象理念上的權利分配，發生變化。惟如果對應有部分

                                                       
20 充其量，共有人間也只能主張侵害「債權約定」的不當得利責任，但仍非是主

張侵害「應有部分」的不當得利責任。參閱劉昭辰（2018），《不當得利》，修

訂二版，頁 128，台北：五南。 
21 鄭玉波、黃宗樂，同前註 16，頁 140；黃茂榮（1985），〈應有部分之出租資格

及其徵收對其他共有人之影響〉，植根法學叢書編輯室主編，《民事法判解評

釋》，頁 348，台北：植根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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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棄後的效果採「彈力說」，認為被拋棄的應有部分，應歸屬於

其他共有人，而發生共有關係的變化，則勢必演繹出以下的結

果：其他共有人就必須承擔該應有部分上的不利益，也勢必無端

會加重其他共有人對共有物相關費用的承擔，而不利於其他共有

人，因此不應許可共有人可以拋棄應有部分。 

但按我國學界通說意見22，對共有人拋棄應有部分後的效果，卻

不採「彈力說」，因為通說認為「彈力說」應僅適用於限制物權（用

益及物權擔保）的拋棄，而不適用於所有權或是應有部分的拋棄。對

此，本文亦拒絕將彈力說效果適用於應有部分的拋棄，惟理由不是關

注於彈力說會對共有人產生不利益，因為在「彈力說」下，其他共有

人按比例分配取得被拋棄的應有部分，實則所取得的物權利益，不排

除也會大於所需增加的費用分擔，不一定就只會對其他共有人造成不

利益的結果。但即使就經濟利益觀之，「彈力說」或許並不會對其他

共有人帶來不利益，但是就法律理論觀之，「彈力說」實則是強迫其

他共有人違反自己意志，取得利益，違反「不可強迫他人取得利益」

的法理，故應有部分的拋棄，不宜採彈力效果。 

惟不可否認，民法確實也存在一些展現「彈力說」的制度，例如

繼承權拋棄後，該應繼分即歸屬於其他繼承人（參照民法第 1176

條）23，或是合夥人退夥後，該股份亦歸屬於其他合夥人24。只是此

                                                       
22 王澤鑑，同前註 16，頁 278；姚瑞光，同前註 16，頁 122；謝在全，同前註 16，

頁 515；錢國成（1985），《民法判解研究》，頁 69，台北：法務通訊社。 
23 惟鄭玉波教授（鄭玉波，同前註 16，頁 140）認為：「因而分別共有人之一人，…

或死亡而無人繼承時，亦不能認係無主物，而任人先占，必須依比例而歸屬於其

他共有人（前大理院民國 3 年的 1207 號判例），此蓋彈性作用使然也」，似乎不符

合民法第 1185 條規定，無人繼承的遺產，應由遺產管理人就遺產（當然也包括共

有物的應有部分），進行債權清償，如有賸餘，歸屬國庫，絕非是歸屬於其他共有

人。相同質疑：參閱謝在全，同前註 16，頁 515。 
24 參照德國民法第 738 條第 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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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制度能否類比於物權上的分別共有制度，不無疑問。因為就繼承

而言，繼承人不但繼承積極財產，亦必須繼承遺產債務，因此如果繼

承人在拋棄繼承後，該應繼分成為無主的客體，就勢必會影響遺產債

權人的求償權利，故必須歸屬於其他繼承人，而由其他繼承人繼續對

遺產進行處理。就合夥組織而言，一旦合夥人退夥，如果成為無主的

合夥股份，勢必就會影響合夥組織的繼續經營，以致合夥組織目的無

法達成，根據民法第 692 條第 3 款規定，此時應該是發生合夥解散的

效果，明顯會阻礙合夥組織事業經營目的的達成，而不利合夥組織，

因此應認為合夥股份拋棄後，必須歸屬於其他合夥人，以利合夥的繼

續經營。由此可知，彈力效果的發生，往往是發生在當組織有必須繼

續經營的必要之故，故而不允許有無主的權利出現，但分別共有關

係，乃是物權關係，共有人間並不存在有必須繼續經營的債之關係的

組織體存在，故拋棄應有部分後，也就欠缺推論彈力效果的必然需求

性，故終究難言彈力效果可以適用於分別共有關係。 

2.消滅說 

被拋棄的不動產應有部分，不應自動歸屬於其他共有人。但

有學說25認為，也不應成為無主物，因為民法所謂「無主物」，

在概念上係指「物」無所有權人，而「應有部分」只是「物」在

「抽象理念」上的權利分配，故縱使共有人放棄應有部分，也僅

是不動產抽象理念上的權利狀態發生變化而已，只要不動產上仍

有其他共有人存在，該不動產就絕對不會成為「無主物」。換言

之，被拋棄的不動產應有部分，法律效果不是成為「無主物」，

而是消滅。共有關係中的一部分「應有部分」消滅，致使共有關

係發生變化，實質等同以一方單獨行為，而達到「分割」效果，

違反協議分割及裁判分割制度及程序，故與法不合。 

                                                       
25 BGH NJW 2007, S. 2254, 2255, Zeil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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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固然民法對「無主物」的概念理解，僅限於「物」，惟法

律概念上，並不意謂無主的客體僅能限於「物」。換言之，法律

概念上，並不排斥可以存在「無主的應有部分」26。至於「無主

的應有部分」的存在，確實會產生「無共有人的共有關係」或是

「不符合共有人數的共有關係」的現象，前者例如不動產原本有

兩個共有人，在其中一個共有人拋棄應有部分後，如果該應有部

分不消滅，則不啻存在一個「無共有人的共有關係」。或是三個

不動產共有人，其中一個共有人拋棄應有部分，若該共有部分成

為無主物，則不啻造成僅有兩個共有人，但卻有三個應有部分，

似乎並不符合共有關係的概念。但本文以為，上述共有人拋棄應

有部分後，所造成的「無共有人的共有關係」或是「不符合共有

人數的共有關係」，其實所指涉的現象係指「應有部分欠缺權利

人」，而不是指「不存在應有部分的共有關係」。換言之，只要

物上存在「應有部分」，該物在概念上就是共有物，至於該應有

部分有無權利人，對於「共有物」或是「共有關係」的概念，並

無影響才是，例如上述兩人共有關係，因其中一個共有人拋棄應

有部分，即使該應有部分成為無主的權利，但因為該物仍存在兩

個應有部份，故仍並不妨礙該物是一共有物，所有權關係係一共

有關係。因此，一旦共有人拋棄應有部分，該應有部分即成為

「無主權利」，法律概念上，不必然該應有部分就必須歸於消

滅，致使共有關係發生如同分割般的變化。故「拋棄應有部分，

實質等同分割」，如此的論述並無法律概念上的必然性。 

3.自動歸屬國家 

綜上所述，本文以為，不動產共有人拋棄應有部分後，該應

                                                       
26 依據土地登記規則第 4 條規定，不動產皆應辦理登記，故共有人在不動產登記

謄本，都必須登記為權利人。當各共有人拋棄應有部分，就必須向地政機關辦

理該應有部分的拋棄登記，該應有部分在實務上就成為「無主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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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部分不是根據「彈力效果」歸屬於其他共有人，也不是發生消

滅結果。我國學說 27一般以為，既然不動產應有部分的法律性

質，如同一般單一獨立的不動產所有權，因此應參照土地法第

10 條第 2 項之規定：「私有土地之所有權消滅者，為國有土

地」，而自動歸屬於國庫，係一種法定取得。果真如此，則因為

拋棄後的應有部分，必然自動歸屬於國家，因此就不會不利其他

共有人，其他共有人就不存在反對拋棄之理由，或許這可能就是

我國通說從未嚴肅思考不動產共有人可否拋棄應有部分的可能原

因所在28。 

惟私人不動產拋棄後，法定自動歸屬國家，該立法是否合

理，不無疑問，因為私人之所以拋棄不動產所有權，往往是因為

繼續保有所有權，並不符合整體經濟利益之故，因此國家法定自

動承接不符合經濟利益的不動產所有權，立法本就有可議之處。

此外，如果認為私人拋棄不動產所有權應有部分，亦是由國家法

定自動取得，則可以考慮的是，一旦國家基於經濟不利益而進一

步拋棄應有部分29，則該應有部分就會成為無主權利，勢必就會

造成其他共有人增加費用支出的不利益，則又會發生相同的問

題：是否許可（國家）拋棄不動產應有部分？由此產生一個諷刺

的現象：共有人可否拋棄應有部分，本具有相當的爭議性，但按

我國土地法的立法及通說意見，私人共有人竟可以將此一極具爭

                                                       
27 王澤鑑，同前註 16，頁 278；史尚寬（1972），《物權法論》，頁 142，台北：作

者自版；謝在全，同前註 16，頁 516。 
28 但因為「動產所有權」拋棄後，成為無主物，該無主動產的所有權，並非是自

動歸屬於國家，而是任由第三人透過先占而取得（參照民法第 802 條），因此

通說仍無法就「動產共有人」可否拋棄應有部分的疑慮，進行釋疑。 
29 吾人可以試想：私人游泳池的共有人拋棄應有部分，而由國家自動取得該應有

部分，結果國家必須一起分擔龐大的水費支出，故受有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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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性的問題，輕易拋甩給國家，而變成國家的燙手山竽，應是土

地法立法者始料所未及，土地法第 10 條第 2 項立法政策是否得

宜，值得再檢討30。 

4.補償可能性 

但不論如何，一旦（私人）不動產所有人拋棄不動產所有

權，所產生的國庫稅收減損，國家尚可以藉由取得該不動產所有

權，而加以彌補。因此可以質疑的是，如果（國家）共有人進一

步拋棄不動產應有部分，而對其他不動產共有人產生管理、維護

費用增加的不利益，但因其他共有人無法取得該應有部分，加以

彌補，因此似乎（國家）共有人就不能拋棄不動產應有部分，以

避免對其他共有人產生不利益31。 

惟本文以為，按我國土地法及通說意見，共有人拋棄應有部

分，應由國家自動取得拋棄後的不動產應有部分，當然國家也就

必須負起分擔相關的共有物管理、維護費用，而不至於影響其他

共有人的利益。而如果國家也拋棄不動產應有部分，可以考慮的

是，其他共有人可否主張時效取得該應有部分，以為補償。但因

為民法第 769 條規定，第三人僅能針對未登記的不動產，基於時

效而取得登記請求權，但卻不能對已登記的無主不動產，主張時

效取得，故共有人也不能主張時效取得被拋棄的不動產應有部

分。惟該規範早已被學界所詬病32。此外，即使認為依現行民法

規定，第三人無法經由時效取得已登記的無主不動產權利，但如

                                                       
30 本文建議，不動產拋棄後效果，不應是自動歸屬於國家，而宜採德國立法例，

應由國家取得優先的「登記取得權」，較為適當。在國家尚未藉由登記取得該

應有部分前，該應有部分是一無主權利。 
31 參閱 Henssler, a.a.O. (Fn.13.), S. 149, 153. 
32 參閱謝在全，同前註 16，頁 238；謝哲勝（1995），〈不動產所有權取得時效之

客體立法政策之探討〉，謝哲勝主編，《財經法專題研究》，頁 159，台北：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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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其他共有人想彌補應有部分拋棄後所增加的共有物管理、維護

費用，只須接受該應有部分的贈與即可。因此終究的問題仍在

於，共有人之所以要拋棄不動產應有部分，往往是因為該應有部

分的價值不高且分割不易之故，因此即使要贈與其他共有人，亦

是困難重重。故共有人可否拋棄應有部分之爭議，實無關於其他

共有人有無取得該應有部分權利的補償可能性，關鍵仍應是在

於，應有部分的拋棄是否會對其他共有人造成不利益。此一部分

將在以下章節，繼續論述。 

總之，不動產共有人拋棄應有部分，按我國現行土地法之規

定及學界通說意見，應由國家自動取得該應有部分，而成為新共

有人，故結果尚不會不利於其他共有人，因此其他共有人也就無

反對的理由。但我國法界仍不可避免的必須討論，是否國家可以

拋棄應有部分？換言之，「共有人可否拋棄應有部分」的爭議，

不會因為我國土地法之規定，就喪失意義，而是僅剩聚焦於「國

家共有人可否拋棄應有部分」的狹隘範圍。因此本文以下「共有

人拋棄應有部分」的爭議性討論，在未特別說明下，也僅指並聚

焦於「國家共有人」，在此先行敘明。 

二、應有部分的拋棄和共有物分割制度 

不動產的應有部分，其法律性質就如同獨立的單一所有權，

因此如果所有權人可以自由處分所有權，包括拋棄所有權，則共

有人當然也可以自由處分應有部分，包括拋棄應有部分，而且在

拋棄應有部分後，共有人脫離共有關係。正因為共有人可以藉由

拋棄應有部分，脫離共有關係，因此就不排除有「拋棄應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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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規避分割制度，故為法所不許」的議論33。 

雖然「拋棄應有部分」和「分割」同樣會造成脫離共有關

係，但其實兩者之間存在有本質上的不同，而不至於可以被認為

「拋棄應有部分構成規避分割制度」。除因前者（拋棄）是以物

權行為變動共有關係，而後者（分割）則是債法上的制度，是共

有人間的彼此請求變動共有關係34，此外本文以為，兩者制度實

具有不同的目的性35：就拋棄制度而言，拋棄人意在終極喪失權

利，而就分割制度而言，共有人則是意在繼續保有權利，即共有

人並無意願透過分割而喪失權利，雖然共有人可以在取得分割物

所有權後，基於自由處分權限，再進一步拋棄分割物所有權，但

是終究並不是分割制度的直接目的，也非是分割的必然效果，故

而應該和拋棄制度清楚區別。 

學說36認為「拋棄應有部分構成規避分割制度」，故而不許

可，並進一步認為，共有人正確拋棄應有部分的做法，應該是首

先請求分割共有物，取得分割物後，再拋棄分割物。但如此的步

驟，並不符合分割本質，亦不符合拋棄人的主觀意願，因此當然

就會在「分割」過程中，產生矛盾：分割目的係在取得單獨分割

物所有權，係一自利性的制度，反之，拋棄並非是自利性制度，

因此共有人基於拋棄的動機而請求裁判分割，訴之聲明應如何撰

寫：應力求明確或隨意為之？法庭上，應任意自認或是奮力訴

訟？更甚者，拋棄人尚且必須支出分割費用，以取得其所不願取

                                                       
33 參閱前註 9。 
34 Kanzleiter, a.a.O. (Fn. 6.), S. 905, 906. 
35 吾人可使輕易試想，同樣會造成相同法律效果的「請求權競合關係」，請求權

間未必就具有相同的法律性質。再例如「拋棄繼承」和「限定繼承」，都會達

到無須繼承遺產債務的結果，但明顯地，兩者本質上也是不同的制度，因此也

無規避可言。 
36 參閱前註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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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分割物所有權，再予以拋棄，是否符合分割的自利性本質，

也不無疑問。 

既然拋棄的本質及目的不同於分割，因此即使法律禁止分

割，解釋上，也不必然就會得出禁止拋棄的結論。例如數人對區

分所有建築物，分別擁有區分所有權，但基於一物一物權原則，

禁止區分所有權人對區分所有建築物，主張分割，自屬當然之

理。只是一物一物權原則的法律思維，是基於發揮物之經濟效益

之故，在此思維下，實不見也有禁止區分所有權人拋棄區分所有

權的正當性及必要性，更無所謂「拋棄形同規避分割」之疑慮。

如堅持「共有人正確拋棄應有部分的做法，應該是首先分割共有

物，取得分割物後，再拋棄分割物」，除是不明拋棄及分割制度

的不同外，也會在實務上造成困擾，使得區分所有權人因無法分

割區分所有建築物，故而也無法達到拋棄區分所有權的目的。 

最令本文不解的是，如果認為共有人不可以拋棄應有部分，

而且根據法律規定，又不准共有人（原物）分割共有物，以致使

欲拋棄應有部分的共有人，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時，德國聯邦法

院（BGH）37建議此時共有人應請求變價分割，爾後在拍賣程序

中，買下共有物，再拋棄整個共有物！但由上述的區分所有建築

物案例，明顯可見德國聯邦法院的建議，實在欠缺實務上的可行

性，充其量只能在適用在一些經濟價值不高之物（例如已經朽壞

的咖啡機動產）。但不論如何，要共有人花錢買下欲拋棄之物，

實不無有矛盾之處，由此也可以顯示，德國聯邦法院（BGH）建

議以變價分割達到拋棄應有部分的目的，實是混淆兩者制度。 

由上述可知，拋棄應有部分和分割共有物，係屬兩種目的性

截然不同的制度，一是在終極喪失權利，另一則是在取得獨立的

                                                       
37 BGH, NJW 2007, 2254, 2256 Zeil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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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權。雖然兩者都會造成共有人脫離共有關係的結果，但基於

不同的目的性，實難可謂「拋棄應有部分實係構成規避分割制

度」。 

三、拋棄應有部分不利於其他共有人 

基於拋棄和分割制度的不同目的性，因此共有人拋棄不動產

應有部分，不應被當成是規避分割制度，而為法所禁止。反對可

以拋棄應有部分的最大理由，應是認為拋棄應有部分會對其他共

有人造成不利益，因為其他共有人將會對共有物的管理及維護，

支出更多的費用。 

對此，民法第 76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有清楚規定：「物權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因拋棄而消滅。前項拋棄，第三人有以該物權

為標的物之其他物權或於該物權有其他法律上之利益者，非經該

第三人同意，不得為之」。立法者在立法理由中有清楚的舉例說

明：「例如以自己之所有權或以取得之地上權或典權為標的物，

設定抵押權而向第三人借款；或如以質權或抵押權連同其所擔保

之債權設定權利質權；或地上權人於土地上建築房屋後，將該房

屋設定抵押權予第三人等是。如允許原物權人拋棄其地上權等，

則所設定之其他物權將因為標的物之物權之消滅而受影響，因而

減損第三人之利益，對第三人保障欠周，爰增訂第二項」。因此

共有人拋棄應有部分，致使其他共有人必須增加共有物的管理及

維護費用，而遭受不利益，是否應根據民法第 764 條之規定，而

不許可，遂有加以說明的必要。 

（一）第三人有以該物權為標的物之其他物權 

雖然民法第 764 條的立法思維乃是因：「物權人不能以拋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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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的單獨行為，妨害第三人之利益」38，但是對民法第 764 條

的解釋，卻必須異常小心，因為所有權人可以自由處分所有權，

而基於所有權所具有的對世效力，因此所有權人對所有權的處分

行為，往往也就會影響到第三人利益，事屬經常，例如所有權的

拋棄，甚至是毀棄，自會影響物之經濟效益，有害社會利益，在

欠缺特別法規範下，要說民法因此概括禁止所有權人可以拋棄所

有權，就明顯不無疑問。再例如不動產所有權人拋棄不動產所有

權，會對國家稅收產生不利益的影響39，但也不能因此就禁止所

有權人可以拋棄所有權。最後，所有權人拋棄不動產店面，即使

會造成附近店家生意受到影響，但也不能因此就禁止所有權人可

以拋棄所有權，係屬自明之理。 

按民法第 764 條第 1 項第 1 類型規定，物權人不得拋棄物

權，乃是因為「第三人有以該物權為標的物之其他物權」存在。

按該類型所規範禁止物權人拋棄物權，主要的正當化理由在於，

一是物權人拋棄物權會直接影響存在於該物權上的限制物權，而

非僅是影響第三人的一般財產利益而已，例如以地上權設定抵押

權，如果地上權人拋棄地上權，自會影響抵押權人的抵押權。該

立法的正確性，顯而易見，因為物權人行使物權權限，即使是拋

棄物權，價值判斷上，自須大於對第三人一般財產利益的保護，

蓋第三人一般財產利益的保護，非但利益主體對象過廣，利益客

觀範圍更是無窮無盡，因此如果物權人行使物權權限，須受限於

第三人的一般財產利益，將嚴重限制物權人的經濟行為自由，自

為不宜。二是第三人所取得的限制物權，乃因物權人所設定之

                                                       
38 參閱謝在全，同前註 16，頁 153。 
39 不動產所有權人，往往就是因為物之價值不高，才會拋棄不動產所有權，因此

雖然國家可以取得拋棄後的不動產所有權，但相較於稅收的減少，不排除仍會

遭受稅收上的不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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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因此物權人就不能再事後拋棄物權，而害及第三人的限制物

權，否則等同物權人以自己之行為，阻礙自己所設定的限制物權

發生效力，而有違誠實信用原則（參照民法第 101 條）。 

由上述可知，限制物權人以自己的限制物權，設定其他物權

給第三人，就不能輕易拋棄自己的限制物權，以免對第三人發生

不利益。惟民法第 764 條的立法理由尚提及「所有權」的拋棄：

「例如以自己之所有權……為標的物，設定抵押權而向第三人借

款」，但若依此推論「不動產所有權人設定抵押權給第三人，就

不能拋棄不動產所有權」，就不無疑問。因為限制物權人拋棄限

制物權，該限制物權會因「彈力」效果而消滅40，但動產所有權

人拋棄動產所有權，動產所有權並非是發生消滅效力，而是成為

無主物，不動產所有權人拋棄不動產所有權，則是由國家自動取

得不動產所有權，國家再拋棄所有權，不動產亦會成為無主物。

因此不論是拋棄動產所有權或是不動產所有權，所有權都不會消

滅，而是仍然繼續存在，成為無主物，結果其上的擔保物權（質

權、抵押權）或是用益物權（地上權、農役權），也會繼續存

在，而不受影響41。因此民法第 764 條是否適用於所有權及限制

物權間的拋棄關係，本文則持相當質疑態度。 

（二）第三人於該物權有其他法律上之利益者 

更有疑問的是，民法第 764 條第 1 項第 2 類型規定「第三人於該物

權有其他法律上之利益者」，亦不得拋棄，因為誠如上述，第三人的一

般財產利益保護，不應限制物權人的物權權限才是。因此條文所規定的

「第三人於該物權有其他法律上之利益者」，就有必要謹慎解釋。 

                                                       
40 參閱王澤鑑，同前註 16，頁 278；謝在全，同前註 16，頁 515。 
41 參閱德國民法（BGB）第 928 條規定，並參閱德國民事訴訟法（ZPO）第 787

條對「無主不動產」強制執行的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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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財產利益及債之關係 

有鑑於第三人的一般財產利益，在利益主體對象認定上，勢

必牽連過廣，因此物權人的權限不應受到不特定第三人的一般財

產利益限制。因此即使是基於契約所生的特定第三人（債權人）

債之關係利益，亦無法限制物權人拋棄物權，例如 A、B 約定就

特定標的物為買賣，甚而約定 A 不能拋棄所有權，但 A 卻違反

約定拋棄所有權，此時債權人 B 也僅能根據債務不履行規定，

請求賠償，而非是主張 A 的拋棄所有權無效，否則就有違物權

法定原則：物權權限不能藉由當事人的私法契約加以改變。 

基於物權法定原則，雖然私人契約無法限制物權權限，但卻

不排除立法本身仍可以藉由「法定債之關係」的規定，限制當事

人的物權權限42。惟可以想像「法定債之關係」所涉及的客觀範

圍仍極為廣泛，亦會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因此債權人僅以法定債

之利益受損為由，就要限制物權人的拋棄物權權限，結果也將嚴

重限制物權人行使物權權限的經濟行為自由，故在解釋法定債之

關係時，必須謹慎為之。以民法第 776 條規定為例：「土地因蓄

水、排水、或引水所設之工作物、破潰、阻塞，致損害及於他人

之土地，或有致損害之虞者，土地所有人應以自己之費用，為必

要之修繕、疏通或預防。但其費用之負擔，另有習慣者，從其習

慣」，根據民法第 776 條相鄰地的法定債之關係，土地所有權人

A 可以對鄰地所有權人 B（國家），主張 B（國家）負有維護排

                                                       
42 參照民法第 757 條規定：「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惟民法第 834

條規定「地上權無支付地租之約定者，地上權人得隨時拋棄其權利」，似意謂

地上權有約定地租者，拋棄地上權會不利土地所有權人的地租利益，故不許可。

但地上權人即使拋棄地上權，卻仍必須根據債權契約約定，繼續給付地租給土

地所有權人，並不會不利土地所有權人，故自應許可地上權人可以隨時拋棄地

上權才是。民法第 834 條的立法，不無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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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工作物的法定義務，但土地所有權人 A 也必須負起相關費用

分擔。雖然如此，明顯地，本條相鄰地法定債之關係並未賦予土

地所有權人 A 可以增加維護費用為由，而主張鄰地所有權人 B

（國家）不可以拋棄鄰地所有權，因為本條文是基於發揮物之經

濟效益所為的立法，以避免 A 的土地所有權因排水問題而喪失

經濟價值，但卻無保護土地所有權 A 的費用分擔利益的立法旨

意，因此土地所有權人 A 不能以維護費用增加為由，而主張鄰

地所有權人 B（國家）拋棄土地所有權無效43。況且，在鄰地所

有權人 B（國家）拋棄土地所有權人後，僅剩土地所有權人 A

一人需要排水工作物，當然就必須由 A 一人負起全部的排水工

作物的維護費用負擔，事屬當然。總之，以個人費用支出的經濟

利益，限制物權人的物權權限，既不符合利益輕重判斷，也將嚴

重限制物權人的物權權限，並不合宜，結果更會呈現奇怪的價值

判斷：（國家）一次取得鄰地所有權，而必須對排水工作物負起

維護義務，就必須終生負起維護義務？永不得拋棄脫離？  

2.民法第 822 條 

同樣，就共有物而言，固然民法第 822 條規定「共有物之管

理費及其他負擔，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由各共有人按其應有部

分分擔之」，但解釋上也不宜以「將會增加其他共有人費用分

擔」為由，而限制共有人可以拋棄應有部分的權限。蓋一個在客

觀上已無經濟價值之共有物，例如物受汙染或是已腐朽，則自應

許可共有人可以拋棄應有部分，而不是堅持全體所有共人必須對

客觀上已無經濟價值的共有物，繼續支出維護費用，如此並不符

合物之經濟效益。而一個在客觀上雖有經濟價值，但對特定共有

                                                       
43 此時適當的解決方法，應當是由土地所有權人進入無主的鄰地，維修排水工作

物，並負擔全部維修費用，而無不法入侵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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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觀上卻已經喪失了經濟價值，而無法發揮物之效用的應有部

分，理應也要許可該共有人可以拋棄應有部分，而讓其他第三人

可以取得該應有部分，以繼續發揮物之客觀經濟效益才是。即使

在欠缺其他第三人有意取得該應有部份的情況下，致使其他想要

繼續使用全部共有物的共有人，必須負起共有物管理、維護的全

部費用，亦事屬當然，結果也相當符合民法第 822 條「各共有人

須按應有部分比例，負起共有物管理、維護費用」的分配正義思

維，因為既然共有物對特定共有人而言，在主觀上已經欠缺使用

上的經濟效益，該共有人就無須再支出管理、維護費用；相反

地，其他共有人必須負起全部的管理及維護費用，因為就實際上

的現存共有人人數及事實上共有物使用權限的比例而言，也無違

反民法第 822 條的分配正義可言。 

如果有論者以為，為避免共有人受到維護費用增加的不利

益，因此共有人不能拋棄應有部分，該論點正當化的理由，必須

是：共有人在加入共有關係時，彼此認知到，共有人間根據民法

第 822 條，應比例分擔共有物的管理、維護費用，共有人只須支

出固定比例的維護費用，就可以使用共有物全部，而且該費用支

出比例是固定不變的。因此事後如果有共有人因拋棄應有部分，

而致使維護費用發生增加，就有違當初共有人加入共有關係時的

認知，故為民法第 822 條所不許可。但固然不可否認，共有人在

加入共有關係時，不排除確實有上述「彼此分擔費用」的「法定

債之關係」的認知，甚且不排除共有人是基於如此的「法定債之

關係」的認知，而加入共有關係，惟令本文質疑的是，共有人在

參加共有關係時，不也應該清楚認知，或是至少應該懷疑，或許

其他共有人會基於自由處分權限，而可能隨時會主張拋棄應有部

分，因此可能也會面臨費用增加的結果。兩種認知的可能性，在

法律的價值判斷上，如果互有衝突時，本文傾向採肯定後者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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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先性，蓋物權權限效力，相較於（法定）債之關係僅具相對

效力，應優先被考慮才是，以俾使要參與共有關係的第三人，可

以基於物權法定原則及物權對世效力，輕易理解擁有自由拋棄應

有部分的處分權限，而受到充分的信賴保護。 

相反地，民法第 822 條共有人間的費用分擔請求權，僅是一

種當事人間的法定債之關係（請求關係），而不是一種直接、明

確限制共有人物權權限的規定，而尚待必須做進一步的解釋，例

如「共有人係基於認知管理費用支出比例是固定不變，而加入共

有關係」，始能得出民法第 822 條的「共有人費用分擔請求權」

債之關係，具有限制共有人可以自由拋棄應有部分的效力。如此

間接、迂迴且不具確定性的（法定）債之關係解釋，相較於物權

效力，自不易為外界所能一目了然44，相較於物權對世效力及法

定原則，也就不宜被優先考量才是。 

3.債權物權化制度 

正因為民法第 764 條第 2 項第 2 類型所指「第三人……於該

物權有其他法律上之利益者，非經該第三人同意，不得為之」，

並不指一般財產利益或是債之關係利益，因此民法第 764 條第 2

項第 2 類型所能適用之情形，其實就不多見。觀之同條第 1 類型

所指「第三人有以該物權為標的物之其他物權」，適當的解釋，

宜認為第 2 類型應僅指「當第三人有類似於物權效力之利益」而

已。可以想見的，例如當第三人存在有債權物權化制度的利益

時，民法第 764 條第 2 項第 2 類型始有適用之餘地。例如共有人

將不動產應有部分，信託登記給受託人，或是第三人就應有部分

的買賣，已經為預告登記，此時基於信託契約及預告登記所具有

                                                       
44 或許由此可以理解，何以我國法界從未能經由民法第 822 條的解釋，而嚴肅思

考推演共有人不能拋棄應有部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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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權效力，登記機關就不應許可受託人或是預告登記名義人可

以拋棄應有部分，否則就有違第三人就該物權所具有的法律上之

利益。 

肆、結語 

應有部分的拋棄，雖然是德國立法自始以來就充滿爭議的難

題，但在實務上，卻從來不是重要的話題。因此即使在德國聯邦法

院（BGH）相繼判決認為應有部分的共有人，在未得其他共有人同

意下，不得拋棄應有部分，但也未見在德國法界引起重大漣漪。 

更甚者，「應有部分的拋棄」在我國法界卻從未發生過爭

議，而被視為理所當然。理所當然的可能原因，或是因為根據我

國土地法第 10 條第 2 項之規定，拋棄後的應有部分自動歸屬於

國家所有，因此共有人拋棄應有部分後的結果，尚難對其他共有

人發生不利益，或是因為法律解釋上不易推論民法第 822 條「共

有人間的費用支出分擔比例，具有不變的固定性」，因此也就難

以推論民法第 822 條具有「禁止共有人可以拋棄應有部分」的間

接效果。但在經過上述的論證後，一如我國法界意見，本文亦採

肯定共有人可以自由拋棄應有部分之觀點。特別是，如果立法者

認為此一結果將有害其他共有人的民法第 822 條費用分擔利益，

實應在立法上更加明確規定禁止才是，以符合物權法定原則及物

權的對世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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