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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土地登記，依土地法第 37 條規定，係謂土地及建築改良物之所有權與他項

權利之登記，其乃不動產物權變動之公示方法，目的在管理地籍、確定產權、並

作為課徵土地稅，推行土地政策之依據，且對於土地交易之安全影響甚大1。因

此基於上述目的，有謂完善之土地登記制度，應具備安全穩固（Security）、手續

簡易（Simplicity）、公平確實（Accuracy）、費用廉宜（Cheapness）、辦理迅速

（Expedition）、適合環境（Suitability to Circumstances）等六大條件者2。而就目

前世界上的登記制度而言，於通說大致上可分為三種類型，分別為權利登記制度
3、契據登記制度4、以及托崙斯登記制度5。 

台灣地區自十七世紀起，經歷了西班牙、荷蘭、明鄭、清朝、日本等不同的

統治階段，直到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光復，過程中經歷了許多政權的轉換。在日本

治理台灣之前，各階段或有小規模之土地登記6，或有較大規模之土地清丈7，但

                                                 
1 詳見史尚寬「土地法原論(五版)」(正中書局，1975 年 2 月)，第 57~58 頁；楊松齡「實用土地

法精義(五版)」(五南出版社，2006 年 11 月)，第 160 頁；溫豐文「土地法」(2004 年 4 月)，第

145 頁；蘇志超「土地法規新論(十版)」（文笙書局，1992 年 10 月），第 233 頁；李鴻毅「土地

法論（八版）」（三民書局，1984 年 5 月），第 225 頁。 
2 詳見孟光宇「土地登記制度」（原 1944 年 7 月出版，經陳新民抄錄，土地事務月刊社重印，1944
年 7 月），第 5~6 頁；李鴻毅，前揭書(註 1)，第 231 頁。 
3 權利登記制度乃德國所首創，又稱為登記要件主義，或德國登記制度。其特色為：(1)採登記生

效主義；(2)採強制登記；(3)採實質審查主義；(4)登記具有公信力；(5)登記簿採物的編成主義；

(6)採權利之靜態登記。 
4 契據登記制度乃法國所首創，又稱為登記對抗主義，或登記公示主義，或法國登記制度。其特

色為：(1)採登記對抗主義；(2)採任意登記；(3)採形式審查主義；(4)登記不具公信力；(5)登記簿

採人的編成主義；(6)採權利之動態登記。 
5 托崙斯登記制度乃托崙斯爵士(Sir Robert Torrens)於南澳大利亞所首創，又稱澳洲登記制度。其

特色為：(1)登記不強制；(2)採實質審查主義；(3)登記具有公信力；(4)登記簿採物的編成主義；

(5)交付權利書狀；(6)採登記損害賠償責任。關於三種登記制度之分類及其內涵，詳見史尚寬，

前揭書(註 1)，第 58~59 頁；楊松齡，前揭書(註 1)，第 161~163 頁；溫豐文，前揭書(註 1)，第

146~149 頁；李鴻毅，前揭書(註 1)，第 225~231 頁。亦有認為托崙斯登記制度乃屬權利登記制

度的一種類型者，詳見陳立夫「土地登記之公信力及其保護對象之範圍」(收錄於氏著土地法研

究，新學林出版，2007 年 8 月)，第 127 頁；蘇志超，前揭書(註 1)，第 235~251 頁；謝哲勝「土

地法」(翰蘆出版，2006 年 7 月)，第 156~157 頁。本文以為，托崙斯登記制度與權利登記制度在

「透過登記取得權利」及「公信力」之精神上甚為相似，故在本質上可謂托崙斯登記制度乃屬權

利登記制度類型之一。但托崙斯登記制度中的「損害賠償制度」，與交付「權利證明書」的設置，

皆為獨創於權利登記制度外的設計。因此在其特色鮮明的情況下，本文仍將其獨立於權利登記制

度之外而謂世界上乃有三種主流的登記制度。 
6 如荷治時期的結首制，但此制度僅為荷蘭政府為開墾台灣地區及收取租金之目的下所創造之制

度，嚴格而言並非土地登記之制度。 
7 如清初時期為開山撫蕃而實行之清查；及清末劉銘傳為釐清土地權利關係，並確立財政稅收基

礎而實行之土地清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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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崙斯登記制度之研究 
－兼與台灣土地登記制度比較 

其登記之目的皆僅為確立土地權利關係，以利土地稅賦的收取，並非為使一般民

眾清楚產權關係以減少紛爭。因此若就土地登記制度整體架構，乃始於十九世紀

末日本治理台灣之後才逐漸形成8。但若就現所實施之土地登記制度，乃是 1945

年台灣光復之後，循我國民法物權編、土地法9及相關登記規則等所建立。關於

此登記制度，學者多稱其為兼採權利登記制度與托崙斯登記制度所形成10，其特

性有下列幾點11： 

1. 強制登記：凡已辦理地籍測量之市縣，應就其全部土地依法辦理土地總登記。

土地所有權人應於登記期限內檢同證明文件申請登記。逾登記期限無人申請

登記者，由該管地政機關公告之，公告期滿無人提出異議，即歸國有。土地

總登記後，土地權利有移轉、分割、合併、設定、增減或消滅時，應於一個

月內申請登記。 

2. 實質審查：地政機關對土地登記申請案件，除應核對申請書之記載內容、圖

式與地籍測量成果及土地登記簿所載是否相符外，並應就申請登記事項是否

真實，有無違反法律之強制或禁止規定，附具之文件有無虛偽，以及是否有

管轄權，申請人是否適格，申請人之權利能力、行為能力等，從實體法上詳

為審查，如認為有瑕疵，即與駁回或限期補正，不予登記。 

3. 登記有絕對效力：土地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力」。

登記事項賦予絕對真實之公信力，登記之權利與實際權利吻合，如有不一致

之情形，真正權利人只許在未有第三人取得權利前，以登記原因無效或得撤

銷為塗銷登記之請求，若已有第三人本於現存之登記而為取得權利之新登記

後，則不得更為塗銷登記之請求。 

4. 登記簿採取物的編成主義：登記簿按地號或建號順序，採用活頁裝訂。 

5. 登記簿公開：任何人均得申請發給登記簿之謄本或節本，以瞭解登記簿之登

載事項。 

                                                 
8 清治時期私人之間可為交易的權利，大致上可分為：業主權、地基權(贌權)、佃權(贌耕權)、
永佃權、典權、胎權、地役權等。詳見王泰升「台灣日治時期的法律改革」（聯經出版社，1999
年 4 月），第 319 頁～第 325 頁。 
9 當時之土地法乃民國 19 年 6 月 30 日公布實施之舊土地法，因此可謂台灣現採之土地登記制度

最早可追溯回到民國 19 年之舊土地法時期之制度。 
10 詳見史尚寬，前揭書(註 1)，第 59 頁；楊松齡，前揭書(註 1)，第 163 頁；溫豐文，前揭書(註
1)，第 149 頁；李鴻毅，前揭書(註 1)，第 232~233 頁；孟光宇，前揭書(註 2)，第 91 頁；陳向

榮「土地建物登記精義（上）」（三民書局，1982 年 3 月），第 14 頁；焦祖涵「土地登記之理論

與實務」（三民書局，1983 年 3 月），第 29 頁；謝在全、蘇永欽、溫豐文、朱柏松「民法物權編

修正系列研討會之五：論不動產登記」（月旦法學雜誌第 68 期，2001 年 1 月），第 109 頁。亦有

認為台灣之登記制度即採托崙斯登記制度者，詳見吳尚鷹「土地問題與土地法」(商務出版社，

1935 年)，第 34 頁；蘇志超，前揭書(註 1)，第 253 頁；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408 號解釋，蘇俊

雄大法官之不同意見書。其中吳尚鷹乃為舊土地法起草委員之一，其於著作中提及台灣現採之土

地登記制度中，絕對效力與損害賠償制度皆是採托崙斯登記制度之精神而設計。 
11 詳見顏慶德、雷春生等「台灣土地登記制度之由來與光復初期土地登記之回顧」（內政部，1992
年 3 月），第 194 頁～第 195 頁；溫豐文，前揭書(註 1)，第 152~153 頁；李鴻毅，前揭書(註 1)，
第 233~23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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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登記費低廉：以土地登記為實施土地政策之基礎，認登記費屬行政規費，不

論權利之取得原因為何，概以其申報地價或權利價值為納費準繩，從輕徵收，

以利登記之進行。 

7. 發給權利證明：所有權或他項權利經登記後，發給所有權狀或他項權利證明

書，作為享有權利之憑證，便利權利之行使。 

8. 損害賠償責任：因登記錯誤、遺漏或虛偽，致真正權利人受損害者，地政機

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但地政機關證明其原因歸責於受害人時，由受害人自行

負責。 

9. 登記時完成規定地價程序：土地所有權人於申請登記所有權時應同時申報地

價，但僅得為標準地價百分之二十以內之增減。此法定地價是作為地價稅課

徵之依據，因此在登記時完成規定地價乃是我國土地登記制度之特色。 

就台灣現行之土地登記制度，無論是採行世界三種登記制度中之何者，其若

能夠確實管理地籍、清楚明辨權利、兼顧人民財產權及交易安全，同時在制度上

發揮上述安全穩固、手續簡易、公平確實、費用廉宜、辦理迅速、適合環境等六

大條件，則為適宜之優秀制度。然現行之土地登記制度，在實行上卻遭逢到許多

的問題與爭議，有待立法或解釋上加以補充。茲舉其中三例為： 

1. 絕對效力之含義模糊 

「公信力」乃為以國家之力量，賦與信賴登記簿而取得土地權利之民眾，

能夠確實取得該權利而不被追奪或撤銷，是確保民眾權利、安定交易秩序的一

個重要手段。若以公信力的效力區分，則可分為相對公信力與絕對公信力兩種
12。就我國土地登記相關現行法令而言13，與公信力有關者主要為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依本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力」。然而何謂絕對效力，是否即為前

述絕對的公信力，無論是在土地法或相關法令中，皆無較清楚或明確之定義或

解釋。只有在司法院民國 28 年院字第 1919 號解釋14、及民國 29 年第 1956 號

解釋15的解釋文裡，提及絕對效力中關於「善意第三人」的保障而已。然而「絕

對效力」的保障與「善意第三人」之間的關係為何，在該兩號解釋中並未提及。

意即，絕對效力所保障之對象是否僅止於善意第三人之信賴，或除了善意第三

人之外是否尚有絕對效力保障所及的部分16，則在該兩號解釋中與之後的判例

                                                 
12 李鴻毅，前揭書(註 1)，第 248~249 頁；孟光宇，前揭書(註 2)，第 15~18 頁。 
13 另於 97 年民法物權編修正草案中，第 759-1 條第 2 項亦有提及公信力之概念，關於其內涵與

相關討論，詳見本文第五章。 
14 該解釋略謂：土地法第三十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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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該解釋，詳見本文附錄 3。 
15 該解釋略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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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該解釋，詳見本文附錄 3。 
16 例如：善意相對人是否應受到絕對效力的保障，則為該兩解釋所未及，因此便有探討或補充

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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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解釋中皆未提及。在這樣的情況下，究竟絕對效力的保障範圍該如何界定，

由於攸關人民財產權之保障，因此有詳加探究的必要性。 

然而，在現行學術界與實務界皆認為，絕對效力之意涵即為上述司法院之

兩號解釋內容的情況下17，已使得絕對效力於善意第三人之保障外，無其他的

應用空間。此見解使得我國土地法第 43 條之「絕對」效力，在運作上僅剩下

「相對」的公信力效力而已，只能保障到善意第三人的權利18，因此難免在名

詞之界定上產生落差。由此以觀，司法院對於絕對效力之兩解釋是否妥適，或

我國土地登記制度中之絕對效力究應為絕對公信力或僅是相對公信力19，或絕

對效力之保障對象是否於善意第三人外尚及於其他對象，此些問題將有可能牽

涉到最初土地法的立法精神。因此若稱我國之土地登記制度乃採托崙斯登記制

度之精神而創設時，則依據托崙斯登記制度，公信力之內涵究應如何定義，便

有可能是我國絕對效力之意涵的重要參考指標了。 

2. 損害賠償制度之規範簡陋 

由於公信力是以政府之力量，直接決定人民間的財產權關係，因此在操作

上對人民財產權影響甚大，或甚至將因此使得人民之財產權受有損害。土地登

記的損害賠償制度，乃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伴隨著登記公信力而來。我國之土地

登記制度設有損害賠償的規定，其規範主要在土地法第 68 條：「因登記錯誤、

遺漏或虛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該地政機關證明其

原因應歸責於受害人時，不在此限。前項損害賠償，不得超過受損害時之價

值」。而第 70 條的內容是為登記儲金之設置，與登記人員過失責任的賠償金追

討；第 71 條為拒絕賠償之救濟。除此之外，土地登記損害賠償制度便再無其

他相關明文規定了。因此其規定極少的情況下，只能仰賴國家賠償法與民法等

對其未規範之部分加以補充。 

雖然規範簡陋尚不會直接導致問題之發生，但若簡陋之規定不符合現實操

作上所需，加上亦無法由國家賠償法或民法等其他法律加以補充時，便將導出

許多有待討論的結果了。例如土地法第 68 條後段所謂「應歸責於受害人時，

不在此限」之意涵為何即相當模糊，即受害人應課與何種程度的過失責任，而

                                                 
17 史尚寬，前揭書(註 1)，第 68~69 頁；楊松齡，前揭書(註 1)，第 188~189 頁；溫豐文，前揭

書(註 1)，第 173~175 頁；蘇志超，前揭書(註 1)，第 256 頁；李鴻毅，前揭書(註 1)，第 245~250
頁；蔡明誠「土地登記之公信力」（月旦法學雜誌第 68 期，2001 年 1 月），第 10~11 頁；陳向榮，

前揭著(註 10)，第 18 頁。 
18 關於台灣土地登記制度，實務上認為絕對效力並非絕對之公信力者可參照：行政法院 41 年度

台上字第 323 號判例；最高法院 33 年上字第 678 號判例、39 年台上字第 1109 號判例、44 年台

上字第 828 號判例、63 年台上字第 1895 號判例。關於善意相對人不受到公信力之保障，在台灣

並未有相關判例或解釋出現，因此僅能仰賴最高法院的相關判決觀出此意涵。關於此些判決，詳

見本文第五章。 
19 除了絕對公信力與相對公信力之外，是否可能有其他種類的公信力，此國內亦甚少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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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人的過失責任與損害賠償制度精神之間有怎樣的關聯，法令上並未有完整

的規定或說明。又例如土地法第 70 條中規定了對於登記人員故意或重大過失

造成之損害賠償，有償還該款項予損害賠償基金的責任。則該法規並未規定若

一般民眾以故意或過失造成登記損害賠償之發生時，則登記機關是否有向該民

眾追討該賠償金之請求權。若基於民法第 184 條以下關於侵權行為的規定，登

記基關即當然有向該民眾求償的權利；但該民眾的賠償責任又該如何界定？亦

即，一般民眾以故意或重大過失造成登記損害賠償之發生時，登記機關有向民

眾追討該賠償金的權利，自無爭議；但若該民眾是出自輕過失的行為時，是否

亦須負有相同的責任，則有探討的空間。同樣若損害賠償制度是基於托崙斯登

記制度之精神而設時，則托崙斯登記制度在登記損害賠償的操作上，是否較我

國現行之制度完善，或是否有任何異同而可參採之處，則也相當具有研究的價

值。 

3. 實質審查之內涵不明 

無論台灣之登記制度在公信力上是屬於相對公信力或絕對公信力，其都將

介入人民財產權之中而為權利歸屬之判定，而且將在對造成人民損害時，負無

過失之損害賠償責任。在這樣的制度中，如何使得公信力對人民財產權之影

響，或對人民財產權之損害降至最低，以求避免大量的損害賠償金之支出，便

仰賴登記機關在登記申請時的「審查」了。就我國土地登記制度之相關法令中，

提及審查的部分者有土地法第 55 條第 1 項規定「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接受

聲請或囑託登記之件，經審查證明無誤，應即公告之，其依第 53 條逕為登記

者，亦同」、土地法第 75 條第 1 項規定「聲請為土地權利變更登記之件，經該

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審查證明無誤，應即登記於登記總簿，發給土地所有

權狀或土地他項權利證明書，並將原發土地權利書狀註銷，或就該書狀內加以

註明」、以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55 條第 1 項規定「登記機關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

應即依法審查。辦理審查人員，應於登記身請書內簽註審查意見及日期，並簽

名或蓋章」等。 

雖然在法令規範中一再提及審查，但審查之內容究應包含哪些事項，則未

有詳實之規定。此外，學者皆謂我國土地登記制度乃採「實質審查」之方式已

於前述，但實質審查之項目是否僅限於上述所列之項目，或應將審查之重點著

眼於何處，此就法令之有限規定著實無法讓人理解。而且我國地政機關於審查

案件時，限於人力之不足，往往流於形式審查，即僅就申請人所提出之申請書

及有關文件予以審查而已，並非從實質上探究權利人及權利內容等是否真實
20。如此作法是否能夠維護我國土地登記制度之公信力，或於損害賠償制度上

                                                 
20 詳見溫豐文、鍾政恭「論土地登記之實質審查」（現代地政第 156 期，1994 年 6 月），第 9 頁；

陳向榮，前揭著第 18 頁。此外關於我國土地登記制度，實務上亦有認為地政機關並無實質審查

之權限，僅可為形式審查者。詳見行政法院 58 年度判字第 293 號判例；內政部 57 年 7 月 2 日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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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將因此而大開門戶，皆是重大問題，實有待詳加考量。 

國內之登記制度在實行面上實有許多問題存在，雖然在學術界或實務界之通

說下，使得土地登記制度尚可運作流暢。但其中許多理論見解或是實務作法是否

合理，由於悠關人民之財產權保障，便有加以探討的必要。而若認為國內之登記

制度乃採托崙斯登記制度之精神時，則許多問題就該從最初採用托崙斯登記制度

的原意加以推導了。但礙於國內托崙斯登記制度之文獻相當有限，自早期孟光宇

之「土地登記制度」21及史尚寬之「土地法原論」22後，便甚少再有文獻論及托

崙斯登記制度。 

是以托崙斯登記制度的內容與登記效力，就國內現所探討之資料中，幾全出

自上述兩文獻的情況下，則托崙斯登記制度的原貌是否即如該兩書所描述之狀

態；或托崙斯登記制度自制定起始至今，是否有過重大發展；或托崙斯登記制度

在實行上，是否曾遭遇到如台灣現所面臨之問題等，此些課題皆相當具有研究及

探討價值。因此若能就托崙斯登記制度之內容或登記效力等加以釐清，或以之檢

視台灣現有之登記制度，或許能為台灣登記制度現存之問題提供解決之道，也可

帶來更多值得思考或參採之空間，此即為撰寫本文之動機。 

                                                                                                                                            
內地字第 278352 號函、64 年 6 月 30 日台內地字第 630731 號函、65 年 11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706364 號函。 
21 其於著作中對托崙斯登記制度之見解為：(1)土地權利一經登記之後，登記之所有權人即享有

不可推翻的權利，此項權利由國家保證之。(2)從登記所有人所繳之費用中，創設一種保證基金，

以賠償由於任何錯誤登記而致所有權人蒙受之損失。(3)法律開始施行之後，所有私人土地之一

切權利，均須強制登記。(4)以合一地權，代原分：法規上所有權與衡平法所有權之登記。(因英

國土地所有權本有法律所有權，與衡平所有權之分。(5)已登記之權利以後如有移轉，必須於登

記簿上加以登載。(6)登記簿必須填寫兩份，所有權人取其副本。（即土地所有權狀）此項副本與

登記處保存之正本內容須完全一致。(7)所有附屬於已登記土地之其他權利，另有異議方式，以

資保護。(8)應用地圖以輔助登記簿與其他文件說明之不足。(9)地上如設有抵押權及其他權利，

則作為該地之負擔登記。(10)關於已登記土地以後，如有處分或設定負擔，或其他各種法律行為，

得依照法定之契約方式，訂立契約，此項法定契約方式，遠較舊時所採用之契據為簡單。詳見孟

光宇，前揭書(註 2)，第 46~47 頁。 
22 其於著作中對托崙斯登記制度之見解為：(1)始登記一定不動產時，登記局依一定之程序，精

查確定其不動產之權利狀態後，制成記載此權利狀態之地券二份。一份交與所有人，一份存查，

依物的編成主義編入登記簿。(2)不動產移轉之時，使用一定之官製用紙或作讓與證書，存於登

記局。登記官審查以後，記入權利之移轉於登記簿，讓與證書存於登記局，對於受讓人交付新地

券，或為背書後之原來地券。(3)不動產設定抵押權時應依一定之形式，作成抵押書二份，連同

地券提出於登記局。登記官審查後，計入於登記簿及地券，返地券於債務人。(4)不動產物權之

變動，非登記於登記簿不生效力。(5)登記官有實質審查之權限。(6)登記有公信力。其結果真權

利人因不實之登記而受損害時，國家負賠償之責任。詳見史尚寬，前揭書(註 1)，第 58~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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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本文基於上述研究動機，研究托崙斯登記制度之內容、登記效力與相關理論

或實務之發展，以期能在台灣之登記制度現所遭遇之問題中，加以探討或比較研

究。但有關登記之審查流程及項目資料等，礙於本研究未能尋獲相關資料，故僅

就下列事項加以研究或比較： 

1. 托崙斯登記制度之背景、制度內容及相關發展。 

2. 托崙斯登記制度之登記效力及相關發展。 

3. 托崙斯登記制度與台灣土地登記制度的制度內容比較。 

4. 托崙斯登記制度與台灣土地登記制度的登記效力比較。 

藉由本研究之比較分析，以檢視我國土地登記制度是否在法令面、理論面、

或實務面上等對於托崙斯登記制度之原意認知是否正確；或是否應為調整修正；

或是否有可參採其現有制度之優點而為未來修正之方向者，以期能使台灣之土地

登記制度更能兼顧人民之財產權，並符合社會所期待之公平正義。 



托崙斯登記制度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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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研究方法 

關於托崙斯登記制度之探究，本應親至澳大利亞實地收集資料，考察登記機

關之實際作業情況，並參訪各相關機關與托崙斯登記制度之間的運作，俾能對托

崙斯登記制度有全面性之瞭解。然礙於人力與經費皆受限的情況下，本文僅能就

國內外對於托崙斯登記制度探討的相關文獻中，呈現出托崙斯登記制度之誕生與

演變，並以之與台灣之登記制度現況加以比較研究。 

此外，托崙斯登記制度在澳大利亞聯邦各州中之規定略有出入，因此在本研

究無法及於各州的情況下，本文乃集中探討新南威爾斯州之托崙斯登記制度。雖

然托崙斯登記制度，是起源於南澳大利亞州而非新南威爾斯州，然新南威爾斯州

包含了雪梨及墨爾本兩大城市，為澳大利亞聯邦中最繁華的一州，因此以其托崙

斯登記制度之現況與台灣之登記制度相比較，本研究以為乃較為合適。因此本文

就托崙斯登記制度之研究探討，係以文獻回顧法為主論述之。關於論述之文獻內

容，則以澳大利亞聯邦新南威爾斯州之相關土地法及財產法為主。而在將托崙斯

登記制度的內容及登記效力呈現後，再就台灣的土地登記制度與托崙斯登記制度

中的異同加以比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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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架構 

土地登記制度的內容，原應包含登記效力的相關討論。但由於登記效力乃是

土地登記制度中相當重要的課題，其內容將直接影響到人民財產權的保障，因此

本文將其獨立以專章研究，並以專章為比較。因此本文的研究架構為： 

第一章：敘明論文之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限制與研究方法等。 

第二章：托崙斯登記制度的背景、內容及相關發展等之呈現。 

第三章：托崙斯登記制度的登記效力及相關發展等之呈現。 

第四章：將本文就托崙斯登記制度之內容及相關發展的研究，與台灣土地登記制

度為比較探討。 

第五章：將本文就托崙斯登記制度之登記效力及相關發展的研究，與台灣土地登

記制度為比較探討。 

第六章：總結歸納全文，對於本文之研究目的為一完整之分析歸納，以就台灣之

土地登記制度為修正或思考上的建議。 

關於本文的研究架構，以下圖 1-1 表之： 

 

 

 

 

 

 

 

 

 

 

圖 1-1：本文的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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