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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司法院解釋（摘錄） 

附錄 3：司法院解釋（摘錄） 

司法院院字第 1919 號解釋1 

民國 28 年 9 月 15 日司法院咨行政院 

為咨復事，准貴院上年 12 月 10 日咨（渝字第 10216 號）開，據內政部呈據

浙江省政府轉請解釋土地登記效力疑義一案，請查照解釋見復等由，業經本院統

一解釋法令會議議決：土地法第 36 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力，係為保護第三人起

見，將登記事項賦予絕對真實之公信力，故第三人信賴登記，而取得土地權利時，

不因登記原因之無效或撤銷，而被追奪。惟此項規定，並非於保護交易安全之必

要限度以外剝奪真正之權利，如在第三人信賴登記，而取得土地權利之前，真正

權利人仍得對於登記名義人主張登記原因之無效或撤銷，提起塗銷登記之訴，並

得依土地法施行法第 28 條向主管地政機關聲請為異議登記。此項異議登記之聲

請，與土地法第 101 條第 5 款所謂提出異議，係在未為第一次所有權登記前，向

土地裁判所為之者，本屬兩事。此就土地法施行法第 28 條、第 29 條，與土地法

第 101 條第 5 款、第 103 條第 1 項對照觀之自明。真正權利人得於登記完畢後提

起訴訟，並聲請為異議登記，既為土地法施行法第 28 條所明定，同條又未就第

一次所有權登記，設有例外。則土地法第 100 條所定 6 個月公告期間，雖已屆滿，

亦僅有同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104 條第 1 項所定之效力，不能據以除斥真正之

權利。相應咨復貴院查照飾知，此咨行政院。 

內政部原呈： 

案准浙江省政府 27 年 10 月 14 日府民 3 永字第 2994 號咨開，民政廳案呈據

永嘉縣縣長羅毅呈稱：查土地法第 36 條所規定之登記效力，係採托崙斯制精神。

凡依法定程序所謂之登記，其登記本身係離登記原因而單獨發生物權變動之效

力，即登記權利不因與實質權利不符而失其效力，此係一般之解釋。惟登記如有

虛偽原因時，其受損害之真正權利人，能否訴請返還，則有下列三說。 

第一說：謂我國土地法悉採托崙斯制原意，凡已登記確定之權利，無論何人不能

推翻。申言之，即原登記作成後，縱使發現錯誤，或證明登記權利在未

登記前確非屬於原登記名義人所應享受者，其真正權利人，亦不能發生

異議或訴請返還。 

第二說：謂土地登記之絕對效力，雖從托崙斯制法例，但依據土地法施行法第

28 條之規定，對於虛偽登記，自可依據民法不當得利章，訴請返還。惟

原登記名義人未履行返還義務作成新登記前，原登記仍發生效力。換言

                                                 
1 詳見「司法院解釋彙編(第三冊)」(司法院秘書處印行，1972 年)，第 1512~15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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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即真正權利人得於不妨礙第三人（即已從係爭地為設定或移轉登記

之權利人）之範圍內，行使其物上請求權之謂也。 

第三說：折衷以上二說，謂依第一次所有權登記程序所為之登記，業經六個月之

公告，應從第一說為宜，否則公告即失其意義。此外各種權利得喪變更

之登記，應從第二說，否則絕對效力之規定，適足長虛偽、欺詐之風。 

以上三說各異，其理究以何者為當，抑另有其他解釋，事關登記法規疑義，

理合備文呈請詳賜釋示，以資遵循，實為公便等。據此，查該縣長所稱各節，案

關解釋條文本意，除指令外，相應咨請查照解釋見復，以便飾遵等由。准此，查

土地法第 36 條規定，係指一切登記事件而言，所謂有絕對效力者，質言之，即

依該法所為之登記，不再受任何拘束。至同法施行法第 28 條所規定之異議登記，

係指權利關係人對原聲請人之聲請登記事件在公告期間內發見因登記原因之無

效或撤銷提起訴訟者，依同法第 101 條第 5 款之規定聲明異議，并得聲請為異議

登記。反之，公告期間經過以後，地政機關依法所為之登記，原聲請人即享有絕

對效力，事後縱有權利關係人對聲請原案有所異議，勿論其所持理由如何充分，

事實如何真確，亦應受土地法第 36 條之限制，不能為一事之再理。原呈第一說

之主張，自屬正當。若如第二說之主張，不但與上述條文有絕對效力之規定相違

反，且登記後之糾紛，必將永無甯息；地籍清理業務，亦永無完成之期，殊失土

地法澈底清理地籍之主旨。況民法不當得利章各規定，指屬於債權方面之權利，

倘用以為救濟土地登記後訴請返還之理由，未免牽強附會。惟案關法律解釋，本

部未便擅自斷定，理合加具意見，一併備文呈請鈞院轉咨司法院迅予解釋，以便

咨覆。謹呈行政院，內政部部長何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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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院字第 1956 號解釋2 

民國 29 年 01 月 16 日司法院咨行政院 

為咨復事，准貴院上年 11 月 8 日呂字第 14196 號咨開，據內政部呈請復議

土地登記之效力解釋一案，轉咨查核見復等由，業經本院統一解釋法令會議議

決：土地法施行法第 28 條第 2 項所稱權利之新登記，係對於該權利之前登記，

而指第三人取得權利之新登記，觀土地法第 108 條、第 109 條均以新登記與前登

記對稱，其義自明。施行法第 29 條所稱土地權利登記名義人，即在登記簿上有

土地權利名義之人，徵以同條所並舉之預告登記，須對於請求權負義務者之土地

權利已經登記，始得為之，亦甚明顯。是施行法第 28 條、第 29 條所稱之異議登

記，係對於既存之土地登記為之，與土地法第 101 條第 5 款無涉。施行法第 28

條之本旨，係因該條第 1 項之訴訟為請求塗銷登記之訴，此項訴訟提起後，如有

第三人取得土地權利之新登記，即不得塗銷前登記，以追奪第三人取得之權利，

故許提起訴訟者，聲請為異議登記，並認異議登記有停止此項新登記之效力，以

保全其塗銷登記請求權。施行法與其本法同為依立法程序制定之法律，以施行法

確定其本法之意義，或制限其適用，本無不可。綜合土地法與其施行法之規定，

而探求其一貫之法意，土地法第 36 條所謂登記有絕對效力，係為保護第三人起

見，將登記事項賦與絕對真實之公信力。真正權利人，在已有第三人取得權利之

新登記後，雖得依土地法第 39 條請求損害賠償，不得為塗銷登記之請求；而在

未有第三人取得權利之新登記時，對於登記名義人，仍有塗銷登記請求權，自無

疑義。院字第 1919 號解釋，無須變更。相應咨復貴院查照飾知，此咨行政院。 

內政部原呈： 

案奉鈞院 28 年 9 月 27 日呂字第 11538 號訓令，以准司法院咨復，關於浙省

府轉請解釋土地登記效力疑義一案解釋全文，令仰轉行知照等因，奉此，自應遵

辦。惟細繹所釋法義，似與原立法精神不符，而於推行登記業務亦多窒礙。查土

地法所規定之登記效力。係採托崙斯制精神，凡土地權利一經依法登記後，即有

絕對效力。無論在當事人間，或對於第三人，均有絕對拘束力。無論何人，不能

藉任何理由，予以變更。倘於登記完畢後，發見錯誤，且明知原應享有權利之人，

因登記錯誤而受損害，亦只得由國家負其損害賠償之責任。此在土地法第 39 條、

第 40 條中規定纂詳。縱即同法施行法第 28 條有聲請異議登記之規定，亦不能以

子法變更母法之原旨。如謂土地經依法登記後，所謂真正權利人在公告期限外，

仍得對於登記名義人主張登記原因之無效或撤銷，提起塗銷登記之訴，則依法所

發土地權利書狀，與一般臨時執照之效用有何區別。此不特增加登記後之糾紛，

且將使地籍整理永無完成之期，殊失土地法澈底釐整地籍之目的。再查土地法施

                                                 
2 詳見「司法院解釋彙編(第三冊)」(司法院秘書處印行，1972 年)，第 1540~154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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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法第 28 條與第 29 條之意旨，本部依照土地法第 101 條第 5 款之規定，認為應

在公告期間以內，始得聲請異議及為異議之登記，與土地法第 36 條絕對效力之

法理精神，自屬一貫。若照司法院解釋，是子法超過於母法，不特土地法第 36

條之規定形同虛設。且同法第 39 條與第 41 條之規定，亦成具文矣。又司法院解

釋土地法師行法第 28 條與土地法第 101 條所規定之異議為兩事，似亦有未妥。

蓋土地法既於第 104 條明白規定，應於公告期滿後開始審理，則期滿後之異議，

自不得接受與開始審理。同法施行法第 28 條之規定，只可視為就前項異議於土

地裁判所審理外，加以補充，並得提起訴訟，及得為聲請異議登記而已。故同法

施行法第 29 條有同意為之之明文，如其在公告期滿後，依法登記之土地，誰肯

同意為之。再土地法自第 96 條至第 102 條規定登記程序，至為繁複，且稫同法

第 24 條之規定，必須依法為地籍測量之地方，方得為之，絕非不動產登記條例

可比。如經過正式地籍測量及嚴密之登記程序後，所謂真正權利人視若無睹；及

至依法登記確定，並頒發土地權利書狀後，方出面聲請異議，敬謂登記原因之無

效，並不受土地法第 39 條但書之限制，則法律規定時效之謂何，事關變更立法

原旨及影響地政工作之進行。本部職責所在，未便緘默，理合加具意見，呈請鑒

核，轉咨復議。謹呈行政院，內政部部長周鍾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