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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托崙斯登記制度的背景與內容探討 

澳大利亞（Australia）的正式名稱為「澳大利亞聯邦」（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是全球地理面積第六大的國家，也是大洋洲最大的國家。雖然面

積廣大有 769 萬餘平方公里的面積，相當於台灣面積的 214 倍，但近年境內的

人口卻只有兩千萬人左右1，與台灣地區人口總數相去不遠。然而澳大利亞的人

口多集中在主要城市中，諸如新南威爾斯（New South Wales）州的雪梨（Sydney）

和墨爾本（Melbourne）等。加上澳大利亞在英國殖民的早期，是屬於罪犯的流

放地（penal colony），使得土地權利問題層出不窮的情況下，土地登記成為了

一項重要的財產權保障方式。 

而土地登記，是財產法上一項重要的公示行為，也是英美法中一項重要的

課題。英美法的發源，是起自於 1066 年諾曼地公爵威廉（威廉一世，King William 

I）征服英國的時代，而在十八世紀大航海時代末期進入澳大利亞。雖然澳大利

亞在法律發展上幾乎全部繼受自英國的法律，但是在時空的差異下卻促使托崙

斯登記制度（Torrens System）的形成。其不但穩固了澳大利亞境內的土地登記

制度，也傳回到英國的登記制度之中，更成為全世界許多地方的登記制度，或

是影響到許多國家的登記制度精神及內容。 

本章將探討托崙斯登記制度成立的背景，以及現階段托崙斯登記制度的內

容2。由於澳大利亞的地幅遼闊，可分為六個州及兩個領地分別為：新南威爾斯

州（New South Wales, NSW）、昆士蘭州（Queensland, QLD）、南澳大利亞州（South 

Australia, SA）、塔斯馬尼亞州（Tasmania, TAS）、維多利亞州（Victoria, VIC）、

西澳大利亞州（Western Australia, WA）、澳大利亞首都領地（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ACT）、北領地（Northern Territory, NT）等，在各州或領地之規範不

盡相同的情況下，本章主要以新南威爾斯州現行適用的托崙斯登記制度法令為

探討內容，包含 1900 年公布之不動產法（Real Property Act 1900，以下簡稱不

動產法）3及 1919 年公布之財產轉讓法（Conveyancing Act 1919，以下簡稱財

產轉讓法）4。因此本章即由此兩法規進行現行的托崙斯登記制度之分析。 

                                                 
1 澳大利亞統計局在 2006 年 8 月人口普查結果中顯示，全國人口共有 19,855,288 人。而至 2008
年底人口大約增長至兩千一百萬人左右。 
2 本章所謂登記制度之內容，尚不包含登記之效力。關於登記制度之效力，詳見本文第三章。 
3 關於不動產法，本文以 2007 年 12 月 13 日修正實施後之法規內容為探討對象，其乃為現所

適用的法令。關於不動產法的原文法律規定，詳見本文附錄：新南威爾斯 1900 年不動產法(摘
錄)。 
4 關於財產轉讓法，本文以 2008 年 11 月 14 日修正實施後之法規內容為探討對象，其乃為現所

適用的法令。 

 2-1



托崙斯登記制度之研究 
－兼與台灣土地登記制度比較 

 2-2

                                                

第一節 澳大利亞登記制度的演變 

在英國統治澳大利亞之後，英國既有的契據登記（Registration of Deeds）

制度即已引入而施行於澳大利亞，但卻無法應付澳大利亞地區日漸複雜的土地

權利問題，因而導致托崙斯登記制度的誕生。其時空背景及發展情況為： 

一、 西元 1858 年前的情況5 

契據登記制度自英國統治澳大利亞之後，開始導入澳大利亞地區，並且

因應當地的需求而為數度的調整。但是整體而言，在 1858 年托崙斯登記制度

出現之前，登記情況及交易秩序是較為混亂的。 

（一） 1770 年英國占領殖民之前 

在澳大利亞十八世紀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以前，該地區土著尚處在原始

社會的階段；就土地使用方面，由於對於土地所有權的意識尚未形成，因

此當地土著可以說是實行土地公有制的情況6，在此階段並沒有任何土地登

記制度的實施。 

（二） 契據登記制度的導入 

西元 1770 年，英國海軍上尉庫克（James Cook）在澳大利亞東部地區

登陸並占領，乃是英國對於澳大利亞殖民統治的開端，從此開始大量的英

國法便不斷的湧入澳大利亞。由於在英國殖民澳大利亞之初，目的並非在

於澳大利亞的經濟或是商業利益，而只是將該地區作為英國罪犯流放的地

區而已。因此在土地交易方面，在居民素質普遍不高及疏於管理的情況下，

欺詐的問題與混亂的秩序等情況層出不窮。也因此在西元 1800 年時，澳大

利亞總督頒發了規定：「為了避免訴訟糾紛，土地交易必須採取書面形式，

並在法院的登記簿上登錄，否則將不受保護」，此為澳大利亞地區實行契據

登記制度的開始。此時的契據登記簿，是由審判檢查處（Judge Advocate’s 

Office）保管。在此階段，契據登記制度對於相衝突的移轉契據，到底應

該以何者的權利為優先，其判定方式為：若有進行登記，則是以登記的先

後關係決定優先的順序；若未進行登記，則以伴有對價之權利優先，繼而

 
5 關於 1858 年以前澳大利亞地區的土地登記制度及登記狀況，詳參Peter J. Butt “Land Law (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6, p.669~p.719；何勤華「澳大利亞法律發達史」(北
京；法律出版社，2004 年 8 月)，第 180~182 頁。 
6 西元 1770 年英國人James Cook登陸澳大利亞東部海岸時，在日記中描述當地土著為：「沒有

固定住所，不停的為尋找食物而像野獸一般遷移」、「主要依靠捕魚或打獵以維生，因為該地區

沒有一寸被開墾過的土地」。詳見Alex C. Castles “an Australia Legal History”,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1982, 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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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契據成立之先後關係決定優先的順序。在這樣的判定方式之下，雖然

在權利的優先效力上有了判斷的準則，但土地權利移轉中的欺詐情況依舊

盛行，因此導致之後數度的變革。 

（三） 1825 年契據登記法的實施 

西元 1823 年，澳大利亞設置了正式的立法機關以行使立法權，名為「立

法議會」（Legislative Council）。隨後在西元 1825 年，立法議會便制定了正

式的「契據登記法」（Registration of Deeds Act 1825），該法案便成為往後

不動產登記制度立法的基礎法案。在「契據登記法」中，規範上與過去的

契據登記制度相比較，最大的不同之處乃是增加了一個條件：善意（bona 

fide）。此條件的意思為：契據成立在後的權利人必須未知悉（without notice）

第三人已經設立與其登記權利相衝突的契據時，其權利才能取得優先效

力。因此無論進行契據登記與否，或是否伴有對價，皆需以善意為前提才

能對抗成立在先之契據，以取得優先效力。在該法案中，契據登記簿亦改

由高級法院（Supreme Court）7進行保管。 

西元 1843 年契據登記法作了修正，使得善意在登記的契據中不再是一

個必備的條件，而只是一個選擇性的條件而已。在其修正內容中，登記的

契據只要是善意的或是伴有對價（for valuable consideration），那麼即使該

契據是成立在後的，仍然具有優先效力。隔年並開始設置一般登記局

（Office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專責辦理登記，登記方式則由過去登記契

據摘要，改為直接保存契據本身之複本。此後契據登記簿及登記機關便無

太大的變化。而登記制度方面，至西元 1858 年的「土地產權法」（Titles to 

Land Act 1858）又再度確立了善意為先登記契據享有優先效力的必備條

件，不過只須土地移轉中的受讓方的善意即可，讓與方是否善意不再影響

先登記契據的優先效力。至此，契據登記制度已經發展到一個較為完備的

狀態了。 

二、 西元 1858 年後，托崙斯登記制度的建立8 

                                                 
7 澳大利亞之司法制度中，各州司法單位大致上皆可分為三個層級。其中，高級法院乃是各州

最高的司法機關，中級法院(Intermediate Court)次之，地方法院(Local Court)為基層法院。而各

州關於各層級之法院名稱略有差異，例如以新南威爾斯州，三個層級之法院名稱分別為高級法

院、地區法院(District Court)、地方法院(Local Court)；又以維多利亞州而言，三個層級之法院

名稱分別為高級法院、郡縣法院(County Court)、地方裁判法院(Magistrates’ Court)。關於澳大利

亞司法制度，詳見蔣為廉「普通法和公平法原則概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年 10 月)，
第 25~47 頁。 
8 關於托崙斯登記制度的建立過程，詳見Peter J. Butt “Land Law (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6, p.717~p.721；何勤華「澳大利亞法律發達史」(北京；法律出版社，2004
年 8 月)，第 182~18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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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世紀中期，雖然契據登記制已經漸趨完備，但是在土地交易中的

欺詐或是權利判斷上的混亂，並未隨之而有減緩的趨勢。例如登記制度中一

個相當大的問題便是「權利的從屬性（the dependent nature of titles）」，亦即：

在契據登記制度當中，每當有土地交易時，其權利移轉是否有效，必須要追

溯研究之前每次土地權利移轉，直至皇室授權（Crown Grant）轉讓為止，稱

為產權鏈（chain of title）9。由於若無法將產權鏈完整的列出，以展現其取得

權利的合法權源時，則其取得之權利將有可能被其他人所追奪。而若產權鏈

中的任何一個環結有瑕疵時，則其取得之權利也將因此而存在風險。故若在

權利受讓人於產權鏈之中有誤判的情況而導致任何的不利益時，則必須自行

負責或私下協議相關的補救措施。民眾為了確保自己的財產權，往往在土地

的交易中特別顯得小心翼翼。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一般民眾對於土地轉讓

程序及相關調查判斷之知識不足，便常常需要依賴專業律師來判斷土地上的

權利義務關係了，以免因自己的誤判而導致受有損害。因此在這樣的時空背

景及登記制度之下，土地登記的處理方式不但成本高、風險高，且移轉流程

冗長，因此土地權利移轉顯得相當不便。 

直至西元 1858 年，南澳大利亞州的殖民官員托崙斯爵士（Sir Robert 

Richard Torrens），為了改善舊有的登記制度之各項缺失，乃制定了一套全新

的登記規則。托崙斯爵士本為一名商人，但隨後在南澳大利亞擔任海關稅務

員的職務，繼之又任南澳大利亞殖民內閣第一屆的閣員。當時英國船舶的登

記方法相當簡單，即先設立正式的船舶登記冊，而登記冊的每頁皆列明船舶

名稱、所有人名稱和船舶上設定的留置權與其他權利負擔等，如此一來權利

狀態隨即相當明朗且容易辨識。因此托崙斯爵士有感於： 

1. 船舶於特性上與土地有類似之處，因此船舶登記辦法的安全性與簡便性，

其精神應可為土地登記制度中所參採。 

2. 舊制度中許多制度面的問題，及土地權利移轉中的嚴重欺詐問題，都已無

法由舊制度中加以補充解決，非以新制度加以改革不可10。 

3. 土地權利應該使用一種書狀作為權利的證明，並使其權利絕對可靠、確

立，以便於日後的移轉。 

在這些見解之下，托崙斯爵士便得到了新登記制度的構想以創設新型態

                                                 
9 亦有可以不須追溯至皇室授與者，但是為較少的情況。例如當追溯到占有權人時，只要該占

有權確實存在無瑕疵，則後續承接權利之人即可僅追溯產權鏈至該占有權人即可。關於占有

權，詳見反向占有（本文第三章第一節，第 3-17 頁）。 
10 托崙斯曾在南澳議會對於新登記制度的演講及之後的寫作中提及，舊制度之根基已經腐爛而

無法修補，整個架構除了重建一套更完善的制度外，別無其它選擇。原文為：The law of real 
property could not be patched or mended. The very foundation was rotten, therefore the entire fabric 
must be razed to the ground and a new super-structure substituted. Like a blundered calculation on a 
slate, it was in too much confusion for correction, so he would take a sponge and rub the whole out.
詳見Peter J. Butt “Land Law (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6, p.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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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登記制度11，之後此制度便以其為名，因此被稱為「托崙斯登記制度」

（Torrens System）。並且此制度在其提出後逐漸的發展起來，在十九世紀的

60 年代普遍的推展到了澳大利亞聯邦的各個地區12。 

三、 托崙斯登記制度改革的項目 

托崙斯登記制度創立的目的，主要是為了改革契據登記制度的弊病。整

體而言其對於舊登記制度的改革，較重大的部分可分為下列幾點： 

（一） 登記對象的改革 

契據登記制度中，登記簿收錄的內容是土地交易的相關契據複本，其

於登記後公開，讓民眾能夠方便查閱各宗土地之前的各項交易狀況。惟土

地之權利現狀應分別歸屬何人，登記簿中並未記載，而須由當事人自行依

既有的登記契據及其他資料自行判斷。托崙斯登記制度首先即欲對於登記

對象進行改革，使得登記簿直接記載土地的各種權利歸屬及權利範圍等，

而能夠直接反映出真實的權利狀態。 

（二） 登記效力的改革 

在契據登記制度中，所登記的契據的內容是否有瑕疵或是無效的情

況，並不在審查範圍之內。登記簿主要僅為提供民眾置放交易相關資料及

契約等，亦即登記後雖具有查閱上的便利性，但登記內容的真實性就需要

自行判斷了，因此登記並不具有公信力。托崙斯登記制度欲改善此情形，

直接在登記簿中載明各項權利關係及權利內容13，並使得一般民眾對於登

記簿所記載之內容的信賴（faith）受到法律保障。所以若有民眾善意信賴

了登記簿上的記載，接受土地上各項權利之轉讓並且也進行了登記，那麼

他的權利便具有「不可推翻效力（indefeasibility）」14。即使原登記之土地

權利有瑕疵，也不會影響到權利的受讓方，因此使得登記具有公信力。 

                                                 
11 詳見李昊、常鵬翱、葉金強、高潤恆「不動產登記程序的制度建構」(北京大學出版社，2005
年 9 月)，第 171 頁。孟光宇「土地登記制度」(1944 年 7 月)，第 46 頁。Peter J. Butt “Land Law 
(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6, p.717~719. 
12 托崙斯登記制度亦推廣到海外，例如紐西蘭、馬來西亞、新加坡、以色列、貝里斯、加勒比

海部分國家、及加拿大的部分省和美國的部分州。但是美國地區的推動並不是很成功。而英國

雖也推動托崙斯登記制度，但一般民眾依然偏好舊有的契據登記制度。詳見Peter J. Butt “Land 
Law (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6, p.719~721. 
13 托崙斯登記制度所設定的移轉方式為：在進行土地上各項權利或利益的交易時，買方須先向

皇室告知，然後再由皇室將該權利或利益直接授與給買方。由此可知，任何人基於土地上的任

何權利或利益，都將被視為直接由皇室授與(Crown grant)，也因此便再也不用追溯產權鏈了。 
14 但不可推翻效力之內容亦有發展及演變，詳見不可推翻之效力（本文第三章第一節，第 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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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強制登記的改革 

由於在契據登記制中，登記只是在權利人在權利歸屬判斷時，可以獲

得優先效力（priority）的一項要件而已。除了登記以外，知悉或伴有對價

亦是權利優先性的判斷要件。在這樣的情況下，登記與否只影響到權利判

斷上的優先歸屬，而不會影響到權利本身是否存在，也造成了權利判斷上

的混亂。托崙斯登記制度亦欲對此情況作改革，使得登記為權利移轉的生

效（effectual）要件，因此若未登記，則權利將不發生移轉的效力15。如此

一來，土地交易秩序即可透過強制登記的手段安穩下來。 

四、 托崙斯登記制度最初的發展 

需注意的是，當澳大利亞境內各州發佈實施托崙斯登記制度時，並非指

該州之內的所有土地皆需立即申請托崙斯登記。而只是在托崙斯登記制度施

行後，當土地發生交易時，交易的雙方得申請將該筆土地轉入托崙斯登記制

度中，或未發生交易而土地權利人得自願申請將土地轉入托崙斯登記而已。

亦即：在托崙斯登記制興起的初期，其實只有規定所有的皇室土地（Crown 

Land）16都自動轉入托崙斯登記制度中；一般私人的自由保有土地（Freehold 

Land），則可以自由選擇繼續採用舊的契據登記制度，或是改採用新的托崙

斯登記制度17。因此在托崙斯登記制度開始發展的同時，原有的契據登記制

並沒有被廢止。例如在新南威爾斯州，西元 1897 年公布施行的「契據登記法」

（Registration of Deeds Act 1897），和西元 1900 年公布施行的「不動產法」

（Real Property Act1900），便是仍然適用至今的兩個基礎法案，其內容則分

別是對契據登記制度與托崙斯登記制度作規範。所以目前在澳大利亞，契據

登記制與托崙斯登記制，仍然是並肩而行的兩套制度18。另需注意者為，一

但某筆土地申請登記到托崙斯登記制度的登記簿中，則往後便只能在托崙斯

登記制度的規定下，進行權利移轉變更，不可再跳回到契據登記制度中。因

此關於現行澳大利亞聯邦的登記制度，可參考圖 2-1 之表示。 

托崙斯登記制在澳大利亞並非一開始就很穩固，其制度的穩固大約是在

                                                 
15 雖然托崙斯登記制度採登記生效主義，但未登記卻未必視同權利或利益無效。未登記之權利

或利益亦有具效力者，或是可保護其權利或利益之方法，詳見異議登記（本章第四節，第 2-33
頁）、優先效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 3-26 頁）、普通法的效力（本文第三章第三節，第 3-34
頁）。 
16 在最廣義的概念中，所有澳大利亞聯邦境內的土地皆為皇室土地，詳見註 39，第 2-13 頁。

但在此所謂的皇室土地是較狹義的概念，指的是未讓渡而仍然為皇家所支配管理的土地。又所

謂皇家，原指英國皇室，但在此是指可代理英國皇室管理澳大利亞聯邦的澳洲政府。因此簡單

的說，在此所謂皇室土地，就是由澳洲政府所持有的公有土地。關於皇室土地的定義及發展，

詳見Peter J. Butt “Land Law (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6, p.880~896. 
17 詳見Peter J. Butt “Land Law (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6, p.719~721. 
18 詳見何勤華「澳大利亞法律發達史」(北京；法律出版社，2004 年 8 月)，第 1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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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1900 年澳大利亞聯邦國家形成前後。該制度在施行之初遭受到律師的強

力反對，主要是因為該制度減低了土地交易時，雙方在權利判斷上對於律師

專業的需求，使得律師的案源減少而減低了收入19。南澳司法界更是對此制

度感到不屑，連高級法院部分法官都在 1860 年代初期提出反對，或質疑新制

度的產權安全性及合憲性20。除此之外該制度施行之初有些重大缺陷諸如：

登記審查時間冗長、登記官員不足、登記範圍狹隘等。但這也促使了托崙斯

登記制的變革，隨後該制度便放寬了可登記的土地權利範圍，並擴大了對非

登記土地權益的保護。但無論托崙斯登記制如何改變，其理論核心之「不可

推翻效力」在制度訂定之初，便已經確立並穩固了下來。 

 

 

 

 

 

 

 

 

 

 

澳大利亞聯邦現行土地登記制度 

自由保有土地 

（Freehold Land） 

皇室土地 

（Crown Land） 

圖 2-1：澳大利亞聯邦現行的土地登記制度 

資料來源：Peter J. Butt “Land Law（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 Ltd., 2006. 

                                                 
19 托崙斯爵士對於當時之律師為了提高自己的收入，不惜一切強力反對新制度之推行的作法，

表示相當深惡痛絕。詳見Peter J. Butt “Land Law (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6, p.718. 
20 例如Boothby和Gwynne兩位法官即大力反對托崙斯登記制度。此事件直到 1865 年大英帝國

議會(Imperial Parliament)通過殖民地法律合法法案(Colonial Laws Validity Act 1865)，及 1867 年

Boothby調職後才逐漸落幕。 

․產權鏈需完整 

（直至皇室授與） 

․每一筆登記的權利或

利益，直接視同由皇室

授與該權利或利益 

╳

○
契據登記制 

․任意登記 

托崙斯登記制 

․強制登記 

․製發權狀 

․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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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托崙斯登記制度的要素 

由於托崙斯登記制度的實施，有賴相當龐大的官方體系建置，主要乃為登

記簿（Register）與登記機關（Registrar）兩方面。此兩方面都是托崙斯登記制

度的基礎設施，惟有正確登記的登記簿與具有效力的登記機關，才能夠有完善

的登記制度。因此本節所謂登記制度的要素，便是指登記制度中的登記簿與登

記機關的部分，而登記完畢後所製發的權利證明書亦是討論的課題之一。 

一、 登記機關（Registrar） 

澳大利亞聯邦關於托崙斯登記制度的土地登記，是以州為一個登記區，

州政府下設立登記局及相關登記或查詢單位，專責辦理土地登記。不同的州

之間登記機關名稱會略有差異，或稱為權利登記局（Registrar of Titles）、一

般登記局（Registrar-General）、產權記錄局（Recorder of Titles）等21，新南

威爾斯州的登記機關為一般登記局，專責辦理土地登記業務，及登記簿之維

護、權利證明書之製發等。此種專責登記的行政機關，是沿用 1843 年對於一

般登記局的設置，而該機關從 1843 年以後至今登記機關之隸屬與權責等便未

再有改變。 

二、 登記簿（Register） 

以新南威爾斯為例，登記簿是依照不動產法第 31B 條所設置的。而登記

簿乃是所有登記資料的綜合體，其包括了登記頁冊與交易文件兩大部分。除

此之外，由於製發土地權利證明書是托崙斯登記制度的特色之一，因此在這

邊一併討論之。 

（一） 登記頁冊（folios of the Register） 

現有的登記頁冊可分為人工記錄頁冊與電腦記錄頁冊兩種。在托崙斯

登記制度施行之初，登記頁冊全都是人工記錄頁冊的形式；但近年以來電

腦作業逐漸普及的情況下，已有相當多的登記頁冊改由電腦記錄頁冊的方

式進行登記及保存了。 

無論是哪一種登記頁冊，都是由登記官員依照相關事項登錄而成。頁

冊中應登錄事項包含了土地的描述（description）、相關產權（estate）及產

 
21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31B條第 1 項、維多利亞 1958 年土地移轉法第 27 條及第 27A條、

昆士蘭 1994 年土地產權法第 28 條、南澳大利亞 1886 年不動產法第 48 條、西澳大利亞 1893
年土地移轉法第 48 條、塔斯馬尼亞 1980 年土地產權法第 3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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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人、相關利益（interest）及權利人、以及其他特定相關事項等。土地的

描述主要為宗地所在的地區、地段、地號、地圖與四鄰相對位置、臨路關

係等；相關產權為持有權（freehold）、有期限持有權（leasehold）；而相關

利益主要為地役權（easement）、抵押權（mortgage）等利益以及其他限制

（encumbrance）。登記頁冊是交易中的重要參考資料。 

近年來由於電腦化的土地自動權利系統（Automated Titles System 簡稱

為 ATS）的推廣，人工記錄頁冊已逐漸被電腦記錄頁冊所取代。關於登記

簿之人工記錄頁冊與電腦記錄頁冊的式樣及差異，可參考本文附錄 2。 

（二） 交易文件（dealings） 

在取得土地權利的情況中，除由皇室授與（Crown grant）及議異

（caveat）的情形外，申請登記時必須提出相當的土地移轉或取得證明文

件22。而且在登記官員認為該文件為適當且無誤的情況下，才會進行登記。

在登記完成時，交易文件的複本將會與該宗地之登記頁冊，一併存放在登

記簿中23，以作為未來查閱之用。而若提出申請的交易文件資料有瑕疵，

登記機關除了依其職權直接駁回登記申請外，登記官員也有權利對於交易

文件上顯然的錯誤或遺漏之處，進行更正後並於旁邊註明更正的地方後再

予以登記24。此外，依托崙斯最初的想法，交易文件必須使用制式的標準

格式25，但是在現行制度中即使未使用制式交易文件標準格式，仍是可以

申請登記的。 

三、 權利證明書 

無論是土地中的產權或利益，登記機關在登記完成後便將依法核發土地

權利證明書（certificate of title）26。若就不動產法之規範，其條文之規定為

得核發，但部分州如新南威爾斯州，在托崙斯登記制度成立至今，皆將核發

權利證明書視為理所當然。而所謂的權利證明書，其實只是登記簿中登記頁

冊的複本而已，因此其內容與登記頁冊上的登記狀態是完權相同的。土地權

利證明書的目的在於，使得土地權利人之權利能夠有容易辨識的權利證明文

件，因此若在核發權利證明書後之交易，申請登記但卻未提出權利證明書時，

則登記機關有權拒絕該登記之申請 27 。此外近年來在土地自動權利系統

                                                 
22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3 條第 1 項。 
23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36 條第 1A項。 
24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39 條，若該錯誤或遺漏將不致使權利之移轉無效時，登記官員

則可逕為更正後登記之，不需將其登記申請駁回。 
25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104 條。 
26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33 條；Peter J. Butt “Land Law (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6, p.722. 
27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3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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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S）建立並應用於登記制度之後，不但提升了工作效率，而且土地權利

證明書所扮演的角色逐漸勢微，因此各州也陸續修法規定可不再發給權利證

書了。但若登記權利人申請權利證書時，則登記機關便必須核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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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登記之範圍 

登記簿在托崙斯登記制度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其中登記頁冊上所

應登記的相關範圍，也是重要的課題。在此土地登記範圍所指的，包括可提出

申請登記之人、可建立登記頁冊的對象、登記頁冊上可記載之權利、及其他應

記載之事項如：土地面積、土地位置、邊界等事項28。但土地用途並非登記之

內容項目29。 

一、 登記之主體 

基本上，任何自然人（natural person）或法人（corporation）皆可為土地

持有人或相關權利人。 

二、 登記之客體 

托崙斯登記制度只對土地進行登記，而不對固定物（fixture）進行登記。

即使為區分持有（strata title）建物，也只對各樓層之權利範圍分別進行登記，

而不登記建物。所謂土地若以傳統格言指稱其範圍，乃為「上及天堂、下及

地心」的三維（three-dimension）概念 30，因此包含了該地表上之所有液態

（liquids）、氣態（gases）、固態（solids）之物，此為最廣義之土地概念。但

是在實務上是認為，土地之概念乃是地表及地表上下，人類之控制或支配能

力所及的一定範圍；或在人類一般使用土地、享受土地之利益、或建物所能

及的一定範圍之部分。因此若超出此部分的概念例如在 600 英呎高的空中飛

行之飛機31，則皆不能算是侵入（intrusion）或侵害（trespass）土地權利人的

權利。又土地上之固定物，例如建築物（building）同樣以傳統格言觀之：「固

定於土地上之物即為土地之一部分」32，則可得知在英美法系的概念中，甚

 
28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31B條、維多利亞 1958 年土地移轉法(Transfer of Land Act 1958)
第 27 條、昆士蘭 1994 年土地產權法(Land Title Act 1994) 第 8 條、南澳大利亞 1886 年不動產

法(Real Property Act 1886) 第 51B條、西澳大利亞 1893 年土地移轉法(Transfer of Land Act 1893) 
第 48 條、塔斯馬尼亞 1980 年土地產權法(Land Title Act 1980) 第 33 條第 3 項。 
29 土地用途是由澳大利亞各州的各地方政府規劃而決定，土地權利人及使用人都須依照該規劃

而為使用，不待登記即受其限制。詳見高延利、樊志全、朱留華「澳大利亞土地登記」(北京；

中國大地出版社，2007 年 11 月)，第 7~8 頁。 
30 拉丁文諺語稱土地為“cuius est solum eius est usque ad coelum et ad inferos”，英譯為“the person 
who owns land owns it from the heavens above to the centre of the earth below”。不動產法則是在第

3 條規定中表明，土地包含了土地、田園、耕地、樹木、屋宅、通道、水道等任何有形或無形

之可繼承財產、或其中任何的產權或利益；以及土地中的礦石、鑛物等在地表上或地面下的物

質，除了被法令所排除以外的部分。 
31 大約 183 公尺高，法官認為基本上此已非一般人能力所及的使用範圍，因此不算是侵入持有

人的土地。詳見 2002 年Schleter v Brazakka Pty. Ltd.案。 
32 拉丁文諺語認為附屬於土地上之固定物為“quicquid plantatur solo, solo cedit”，英譯為

“whatever is affixed to the soil becomes part of the soil”。因此固定物乃為土地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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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在托崙斯登記制度的概念中，建物乃僅是土地的一部分而已，因此無需

特別將其獨立作登記33。 

此外關於登記的權利，大陸法系中有嚴格的債權與物權之概念，這種概

念並不存在英美法系的國家中，澳大利亞自然也是如此。在英美法的概念中，

土地權利可分成產權（estate）與利益（interest）兩個部分。區分產權與利益

的實益在於：擁有土地產權者，可以合法占有（possess）該土地；而擁有土

地利益者，只能享有土地上某特定權利以滿足其財產權，不能直接占有土地。 

在托崙斯登記制度中，關於土地上的產權，除了特殊情形外34，皆須進

行登記。而關於土地上所存在的利益，則除了土地信託的受益人不可以「信

託利益」為名進行登記外，其餘與土地有關的各種利益皆可進行登記35。之

外，還有土地上的限制也必須進行登記。分述如下： 

（一） 產權 

關於土地的產權，可區分為自由持有權、有期限持有權與占有。但占

有在期間屆滿而成為占有權之前並非可登記的產權，因此留待稍後再討論

之36。區別自由持有權與有期限持有權的實益在於：自由持有權是對於土

地的一種保有權（seisin），但有期限持有權只是對於土地擁有占有或使用

的權利而已。此外，在英美法早期的概念中自由持有權是一種不動產的權

利（real property），但是有期限持有權僅是個人的權利（personal property，

或稱為動產的權利）而已37，因此分別受到不同的法令規範。雖然這種差

異在有期限持有權被解釋為準不動產（chattel real）38權利之後，適用的法

令便已不再有差別，但是產權的種類依然因此被區隔成此兩種不同類型。

擁有土地的自由持有權或有期限持有權之人，在此將其稱為「土地持有人」

（landholder）。 

                                                 
33 關於土地之意義與固定物之性質，詳見Peter J. Butt “Land Law(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6, p.9~63. 
34 例如三年以下的短期持有權，便可以不進行登記。 
35 本文為了完整呈現出英美法系中的整體產權及利益的架構，因此亦將土地信託納入於本節中

介紹探討。 
36 關於占有及占有權之內容，詳見反向占有（本文第三章第一節，第 3-17 頁）。 
37 在中古世紀(medieval)中期以前(約 15 世紀中期以前)，不動產的權利受到侵害時，可以向法

院提出對物之訴(real actions)以取回對財產的占有。但是個人的權利受到侵害時，只能向法院提

出對人之訴(personal actions)，而侵奪他人財產的被告有權選擇歸還原物或是賠償損失。不過中

古世紀末(15 世紀末)之後，有期限持有權人也可以回復訴訟來回復對土地的占有了，因此有期

限持有權不再只是個人的權利。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對物之訴與對人之訴在大陸法系的發展過

程中，逐漸形成了現代財產權中的物權與債權之概念。詳見高富平、吳一鳴「英美不動產法：

兼與大陸法比較」(北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7 年 2 月)，第 33~36 頁；Peter J. Butt “Land Law(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6, p.87~95. 
38 英美法系中準不動產的概念是有期限持有權，與大陸法系中所指的準不動產為船舶、車輛、

飛行器等具有不動產特性之動產概念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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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由持有權（Freehold） 

自由持有權是類似大陸法中土地所有權的產權39，通常被形容為一

束權利(a bundle of rights)。依照產權中有關於繼承的限制，包含了非限

嗣繼承地產權（fee simple）、限嗣繼承地產權（fee tail）、終生地產權（life 

estate）等共三種，此三種產權皆為可登記的權利。在自由持有權中的「自

由」，指的是產權存續期限的不確定性，而與產權內容或產權發展歷史中

所須負擔的義務等沒有關係40。關於自由持有權，以下將簡稱為「持有

權」；而自由持有權人，以下也將簡稱為「持有權人」。 

(1) 非限嗣繼承地產權（fee simple） 

為存續時間最長、權利最廣的持有權，也是中古世紀（約 5 世紀

至 15 世紀）封地制度（feudalism）中最基本的土地權利分封類型。此

種類型的產權可以在私人間任意移轉，且只要持有權人或繼承人尚

存，該持有權就將會無止盡的傳承存續下去。唯有土地上的最後一任

持有權人死亡，且沒有指定的受讓人，也沒有任何繼承人存在的情況

下，該產權才會被（皇室）收回41。所謂的非限嗣繼承，是指凡是原

持有人之直系或旁系血親、配偶及其他受遺贈人等，皆屬於繼承的範

圍。 

(2) 限嗣繼承地產權（fee tail, or estate tail, or entail） 

原則上其存續期間也是無窮延伸，但是在權能上略小於非限嗣繼

承地產權。限嗣繼承地產權無法在私人間移轉，只能夠經由繼承而轉

                                                 
39 諾曼地公爵威廉在 1066 年征服英國之後，便宣佈英國境內所有土地皆屬其所擁有，然後才

開始進行封地制度(feudalism)。在這制度之下，土地的所有權是專屬於國王(女王)所擁有的，隨

時可收回分封的土地，因此受分封者僅能獲得土地的持有權成為領主，而非獲得所有權。當然

領主可再將其土地進一步分封給其他更小的領主，以獲取他所需要的各種服務，如此層層的關

係稱為采邑分租(subinfeudation)。在時空的演變下，雖然采邑分封制度已不復存在，但其精神

依然保留在英國的土地制度中；亦即只有皇室才擁有所有權，一般人民僅能獲得持有權。而持

有權根據其保有性質，則又可分為自由持有權(Freehold)與有期限持有權(Leasehold)。因此自由

持有權在行使方式與權限上雖然與大陸法中的所有權相似，但其權利的精神內涵卻與所有權有

所差別。本文所探討之澳大利亞聯邦在 1986 年，英國樞密院(the Privy Council)不再對澳大利亞

具有司法管轄權之後，才正式完全脫離英國(大不列顛國協)而成為獨立國家(雖然澳大利亞在

1900 年便已制定憲法，但在 1986 年前仍是大不列顛國協中的一員)。因此法律概念及體系皆繼

承自英國傳統法律的情況下，加上至今仍然遙奉英國國王(女王)而為境內所有土地的所有權

人，因此私人依然只能擁有土地的持有權。 
40 采邑分封制度之初，土地持有者依照其不同的土地分封性質，分別要提供領主軍役、農役或

其他奴役服務等，當然在現代社會中這些都已不復存在。 
41 采邑分封制度之初，無論是私人間的移轉或是持有權人死亡後的繼承，都要向領主(皇室)報
備，經許可並繳交權利金後，受讓人或繼承人才能取得占有土地的權利。不過在時空的轉換下，

非限嗣繼承持有權慢慢形成了可以自由移轉及繼承的持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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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而已。而雖然其也是可以繼承的持有權，但是只有原持有人的直系

血親卑親屬才有繼承的權利，因此稱為限嗣繼承。而若限嗣繼承地產

權的土地上已不存在合格的繼承人時，則土地之持有權將回到最初授

予限嗣繼承地產權的原持有權人或其繼承人的手中。當然，若原持有

權人或繼承人皆不存在，則土地持有權將會被（皇室）收回。 

(3) 終生地產權（life estate, or life tenant） 

終生地產權雖然也是自有持有權的一種，但是卻是無法繼承的自

由持有權。其存續期間通常以持有權人的生命為限，稱為一般終生地

產權；例外情況下偶爾也有以他人之生命為限者，稱為他人生命（pur 

autre vie）終生地產權。在新南威爾斯州，現存的終生地產權大多是由

遺囑授與而成立的，例如某甲於遺囑上寫明，在其死亡後將其所持有

之某A地的終生持有權授予其妻乙，如此則乙將在甲死亡後取得A地的

終生持有權。此外終生地產權人在死亡後，其所持有的土地產權將回

到最初授與終生持有權的原土地持有權人手中，若原持有權人已死

亡，則回到其繼承人或另外指定之人的手中42。以前例而言，若在甲

的遺囑上未註明乙死亡後的土地持有權歸屬，則乙死亡後，A地之產

權將回到原持有權人甲之繼承人的手中。另須注意者為，在一般的土

地持有權轉讓情況中，若擁有非限嗣繼承地產權的甲在契約上僅寫著

「甲將土地持有權轉讓給乙」，則乙將只能取得終生地產權而已。契約

上必須註明「甲將土地持有權轉讓給乙及其繼承人」，或是「甲將土地

非限嗣繼承持有權轉讓給乙」，這樣的情況下乙才能取得土地的非限嗣

繼承持有權。 

2. 有期限持有權（Leasehold）43 

有期限持有權的概念，是較類似大陸法系中土地的地上權與租賃兩

種概念的混合。其在各英美法國家中產權的種類及內涵之規定也不盡相

同。而在澳大利亞的新南威爾斯州中，關於有期限持有權的類型及內涵，

則有下述幾項。以下為能涵蓋有期限持有權之各項種類，且俾能一併比

較差異，因此列出所有型態的有期限持有權。其中可為登記之權利者，

包括了週期地產權、固定地產權、同時地產權、及歸復地產權等。關於

各種有期限持有權間的異同比較，可參考表 2-1 之內容。 

                                                 
42 此種回到原持有權人或其繼承人、或其指定之人手中的權利，稱為歸復權或剩餘權，是一種

未來權利。關於歸復權與剩餘權，詳見註 54，第 2-18 頁。 
43 由於英美法中有關lease的概念，與大陸法中的租賃不盡相同，因此未免混淆，在此翻譯為「有

期限之持有權」。關於有期限持有權的內容，詳見Peter J. Butt “Land Law(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6, p.277~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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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寬容地產權（tenancies at sufferance） 

若土地上存在合法占有人（possession under lawful right），但在其

合法占有期限屆至後，依然對土地表現占有（remain in possession）時，

在原持有權人沒有表示反對，但也沒有表示同意的情況下，這種占有

人繼續表現占有的產權便稱為寬容地產權。由於在這種情況下，土地

持有權人與占有人雙方關於土地之使用並未達成契約，因此寬容地產

權嚴格而言並非是一種真正的地產權，而只是占有的一種狀態而已。

因此若持有權人表示反對時，則隨時可收回其土地而不需要任何事前

的通知（prior notice）。 

寬容地產權只能由法律創設（by operation of law），無法自行約

定。此外寬容地產權既是因為持有權人的默許而產生，因此占有人沒

有支付任何租金的義務。另外，法律上之所以有寬容地產權的存在，

主要是為了與反向占有（adverse possession）或侵害（trespass）做區

別而設，其並非為可以轉讓的標的。 

(2) 任意地產權（tenancies at will） 

當土地持有權人允許他人占有其土地，但是雙方對於租期或租金

等內容並未確定，或留待雙方日後再決定時，這樣的占有人之產權狀

態便稱為任意地產權。通常任意地產權只是一個過度時期的產權狀態

而已，其產權出現的時機大部分都是基於： 

(A) 占有人的合法占有期限已屆至，而雙方都有意續約時，在持有權人

同意的情況下，使其雖未繳付租金但是繼續占有該土地44。 

(B) 在持有權人與他人訂定契約後，在未繳付租金的狀態下，先允許契

約之相對人進入其土地而為占有之狀態45。 

因此只要占有人開使繳付租金，雙方自然進入其契約之產權狀

態，而任意地產權即告終止了。除此之外，持有權人或占有人任一方

提出終止時，任意地產權也隨即終止，同樣不需要任何事前的通知46。

此外雖然任意地產權可由契約雙方合意訂定，但此產權專屬於持有權

人與占有人間的個人關係（personal relation），因此不得為轉讓之標的。 

                                                 
44 寬容地產權是在持有權人未表示同意，也未表示反對的情況下形成的；與任意地產權是在持

有權人同意的情況下形成有所差異，因此為兩種不同的占有之權利狀態。 
45 若是雙方訂立土地持有權轉讓契約，在土地轉讓尚未完成前，出售人先允許買受人進入土地

而為占有之狀態，此權利狀態亦屬於此所謂之任意地產權。 
46 除此之外，若契約之任一方死亡或土地持有權人出售其土地時，該任意地產權亦告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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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年地產權（tenancies from year to year） 

在 1677 年前關於有限期持有權，並沒有設立任何書面文件的規

定。在 1677 年欺詐法（Statute of Frauds 1677）成立後，其第 1 條便

規定：此後沒有書面契約的有期限持有權，除非存續期限不超過三年，

並且伴有相當之對價（rack rent），否則都只能視為任意地產權而已。

但很快的，當時的普通法院（Common Law Court）47就因為導入了每

年地產權的概念而破壞了這條規定。 

當時的普通法院認為：當土地持有權人與他人訂定超過三年的有

期限持有權協議（agreement）而沒有書面契約的情況下，允許該協議

相對人占有土地時，該占有人的產權狀態依舊被認為是任意地產權；

但是在支付租金之後，該占有人的產權狀態就將被認為是每年地產權

了48。每年地產權的存在期限以協議雙方所定之期限為限49，且有關於

協議中的修繕（repair）規定或其他義務（obligation）等，也將自動轉

入每年地產權中而規範著每年地產權利人50。 

 

 

 

 

表 2-1：普通法與衡平法比較表 

 普通法 衡平法 

審判依據 法令規定 公平正義 

審判地位 主要性 補充性 

利益考量 優先 次之 

救濟方式 賠償、返還、恢復等 強制令、禁制令等 

審判效力 次之 優先 

資料來源：蔣為廉「普通法和公平法原則概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年 10 月)。 

(4) 週期地產權（periodic tenancies） 

若有期限持有權沒有確定的產權存續期限，但是卻達成了續展的

                                                 
47 普通法院是英美法制度早期，專門審理普通法(即法律上有明文規定)權利或利益的法院；與

之相對者為衡平法院(Court of Chancery)，則是基於衡平性給予法律規定所未及的救濟。後來英

國在 1873 年至 1875 年間的數個司法權法案(Judicature Acts 1873-1875)陸續發佈實施後，兩種

法院已經合併審理案件而不再區分彼此。澳大利亞聯邦的法院也是如此。 
48 若土地持有權人未與他人訂定契約或協議，卻允許其占有土地時，當該占有人開始支付租

金，則該占有人之權利狀態亦視為每年地產權，而非反向占有的情況；同樣的當土地上原有之

有期限持有權終止時，若占有人繼續表現占有且支付租金時，其權利狀態亦視為每年地產權。

此外關於每年地產權之租金支付，並不以一年支付一次租金為必要，也可半年、一個月、甚至

一週支付一次等皆可。 
49 若任一方欲終止每年地產權，則必須在六個月之前提前通知(notice)對方。若每年地產權在雙

方協議期限之內終止，並不影響尚存的協議或後續應盡之義務等。 
50 關於每年地產權，詳見新南威爾斯財產轉讓法(Conveyancing Act 1919)第 12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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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期（例如以一週、一個月、半年或一年為一個週期等）時，則該合

法占有人之產權狀態即為週期地產權。此種地產權通常成立在雙方在

協議之初，並未達成租金之繳付方式及金額等協議，但土地持有權人

即已同意協議相對人占有該土地51；在占有人開始繳交租金，而持有

權人同意該租金之繳交週期及金額，或未有明示（express）或默示

（implied）之反對時週期地產權即告成立。 

除非協議雙方之任一方提出不再續約的要求，否則此種有期限地

產權就會一直存續下去。而若欲終止該週期地產權，則必須在至少一

個週期的期間之前提出通知，且該地產權只能在某個週期期滿時結

束，而不能在週期的期間內終止。 

(5) 固定期限地產權（tenancies for a term of years） 

所謂固定期限地產權，是指雙方在一開始即明白的約定產權起始

點及存續期限，且該產權將在一個確定之時間點結束的有期限地產

權。值得注意的是，所謂的「固定期限」是指該期限可確定（certain），

而不論其長短，因此其期限有可能是一天、一週、一年、一百年等。

甚至也還有間斷型（discontinuous）期限者52。 

(6) 同時地產權（concurrent leases） 

當土地持有權人與一方訂立有期限地產權後，復又與另一方訂立

另一個有期限地產權時，則該第二個有限期地產權便成為同時地產

權。由於成立在後之有期限地產權的存在，不能影響到先存在之有期

限地產權，因此後者之產權將轉化成為同時地產權。而同時地產權原

則上只是個歸復權（reversion）而已。 

舉例而言，若A以其持有權之土地與B成立 20 年的固定期限地產

權，一年後又再與C成立 20 年的固定期限地產權時，則B與C之有期限

地產權將產生 19 年的重疊期間。由於成立契約在後的C不能影響已存

在權利人B的權利，因此C的產權將轉換成同時地產權而只能有歸復權

的效力而已。亦即在B的地產權期限屆滿後，該固定期限地產權將歸

復到C的手中（不是歸復到A），因此C便可以繼續行使其僅剩一年的

產權。此外若B在期限屆滿前便想終止持有權契約時，便應該向C提出

通知（不是向A通知）；而該契約終止，B的固定期限地產權剩餘期限，

                                                 
51 此時仍為任意地產權。 
52 例如 1985 年Smallwood v Sheppards案中，期限為連續三個週末假日；1983 年Cottage Holiday 
Associates Ltd v Customs and Excise Commissioners分時度假案中，期限為八十年中每年的一個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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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將歸於C繼續行使53。 

表 2-2：有期限地產權比較表 

產權類型 發生點（起點） 終點 產權期間 租金 法律效力

寬容 

地產權 

原契約屆滿，持有權人未

為同意或反對繼續占有 

任一方表示終止（隨

時） 
無限 無 衡平法 

任意 

地產權 

原契約屆滿後，或新契約

執行前，持有權人同意 

任一方表示終止（隨

時）、占有人支付租金
無限 無 衡平法 

每年 

地產權 

協議後，第一次支付租金

時 

任一方表示終止（六個

月前通知）、期限屆滿

以協議 

為限 
有 普通法 

週期 

地產權 

訂定契約時未規範到租

金，第一次支付租金後，

持有權人同意或未反對 

任一方表示終止（一週

期前通知，只且能以週

期屆滿日為終點） 

無限 有 普通法 

固定期限 

地產權 
定立契約之日 期限屆滿 

以契約 

為限 
有 普通法 

同時 

地產權 

土地上已有契約存在，而

又再與他人達成契約 
期限屆滿 

以契約 

為限 
有 普通法 

歸復 

地產權 

確定或可得確定的未來

時間點（必須在 21 年內）
期限屆滿 

以契約 

為限 
有 普通法 

資料來源：Peter J. Butt “Land Law（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 Ltd., 2006, p.277~296.

 

(7) 歸復地產權（reversionary leases）54 

所謂歸復地產權，是指成立有期限地產權時，即言明契約開始之

日為未來的某個確定時間點（例如明年一月一日），或是可得確定的時

間點（例如待現有之有期限地產權屆滿後），然後才開始起算期限的有

                                                 
53 本案中，若B在 10 年後便終止契約時，C即可獲得 10(B的剩餘期限)+1(原歸復後的期限)=11
年的占有期限了。而本案若A與B訂立期限 20 年的契約，1 年後與C定約的期限只有 15 年，但

B依然在契約開始 10 年後終止契約時又將如何？此時B的剩餘期限為 10 年，而C的契約期限卻

僅剩 6 年，其歸復後的期限應依何者為基準？由於此兩期限皆屬C的普通法權利，因此是採取

較長的期限為C歸復後的期限；因此在本案中C可獲得 10 年的合法占有期限。詳見財產轉讓法

第 120A條第 5 項。 
54 歸復地產權是歸復權的一種，而歸復權與剩餘權(remainder)皆是是一種未來權益(future 
interest, or future estate)。傳統英美法中所謂的歸復權，原是指讓與部分產權的土地持有權人，

在讓與的產權屆滿後取回土地占有的權利，與本文之歸復權意義略有不同；例如甲在非限嗣繼

承持有的A地上，讓與終生地產權予乙，在這樣的情況下甲對於A地並非失去權利，而是保有

一個歸復權，待乙死亡後甲即可回復占有A地。而若在本例中，甲在讓與終生地產權予乙的同

時或之後，在乙死亡前再將乙死亡後的A地終生地產權讓予丙，則丙取得的權利便稱為剩餘權。

本文中所謂的同時地產權或歸復地產權，與歸復權或剩餘權的原意皆有差異；不過由於其皆屬

於條件成就下便可歸復的權利，因此仍稱其為歸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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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期地產權。因此歸復地產權也是一種未來權益55（future estate）。但

是 1919 年財產轉讓法（Conveyancing Act 1919）第 120A條第 3 項對

該未來權益訂了規定為：該產權開始執行之日，必須是在契約訂定之

日起 21 年內，否則契約即告失效。不過契約雙方若是依據已執行契約

中的選擇條款（option），更新原有的契約時，則該選擇條款的開始執

行之日並不受到 21 年的限制。 

（二） 利益（interest）或限制（encumbrance） 

土地的利益或限制，是指附著在土地產權上的他人財產權，或是管理

機關對於土地產權所作的特別規定。其中較常見的部分，在登記利益方面

主要為抵押權、地役權、及土地信託；而城市地區或須特別保護之地區，

則會有建物管理聲明或公約的規定。其中，定序授予及出售信託已被土地

信託所取代，而土地信託並非可登記之利益，因而此三項利益皆無法登載

於登記頁冊中，不過本文依然將其一併列上闡明。 

1. 登記的利益 

(1) 抵押權（mortgage）與負擔權（charge）56 

在舊制度57中抵押權是一種產權，目的可以是為了確保借款（debt）

的償還或履行其他義務，而存在債務人或第三人之持有土地上的一種

產權。因此雖然抵押權的應用上，幾乎都是為了確保金錢的償還而設，

但是理論上其功能並不只是在這樣的範圍而已。而負擔權則與抵押權

沒有明確的分別，因此其名稱經常是混雜使用的。 

不過在托崙斯制度下的抵押權58，只是一種在土地上所設定的利

益而已，不是一種產權。且抵押權在托崙斯登記制度中，專指為確保

債務人償還其借款而設定的；至於若為確保應得的年金（annuity）、租

金（rent）或其他借款以外的金錢，則應在土地上設定負擔權59。關於

兩權利間最大的差別在於，只有抵押權附有取消回贖權（foreclose）60

的規定：若已屆清償期滿後六個月債務人仍未償還其借款，且在拍賣

                                                 
55 值得留意的是：所謂未來權益，並非未來才會取得的權益，而是現在即已存在之權益，只是

有待期滿後才能開始實現其權益而已。 
56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56~66 條，1994 年昆士蘭土地產權法第 72~81 條之規定。 
57 抵押權至少在中世紀(Middle Ages，即中古世紀)時即已存在，且在 12 及 13 世紀產生各種變

化的形態；因此在托崙斯登記制度存在前，抵押權即早已普遍應用於各地。在此將托崙斯登記

制度成立前的契據登記制度及相關習慣法制度，稱為舊制度。 
58 關於抵押權與負擔權的相關內容，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56~66 條。 
59 關於抵押權與負擔權的定義，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3 條。 
60 即可以流抵的方式實現抵押權之意，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61 及 62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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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未有達到未償還借款及拍賣費用總和最低標準的得標者出現的情況

下，在通知抵押人及所有後順位及未登記之抵押權人後，就可向登記

機關提出取消回贖權的申請。而若登記機關允許其申請，該抵押權人

將直接接收抵押人在土地上的權利而成為該土地權利人，且不再受到

原有後順位抵押權的影響61。 

此外若抵押權設定的對象為有期限持有權時，抵押權人並不當然

對原地主負有租金之支付責任，此方面也與舊制度之抵押權不同。除

非抵押權人依新南威爾斯州不動產法第 64 條規定占有土地，才會在占

有期限內對地主負有租金之支付責任。不過抵押權人的租金責任，是

以占有狀態下所能取得之利益（benefit）、利潤（profit）或租金（rent）

等為限。 

(2) 地役權（easement）62 

在通論上，土地持有人對於其土地有兩項自然權利 63（natural 

right），分別為土地支撐權64（right to support）與水流權65（right to the 

flow of water）。如果土地持有人尚需要更多的權利以利用其土地時，

例如基於通行（cross）之必要（necessity）或便利（convenience），或

基於排水（drain）等非自然權利的使用，則可以依法令規定或依契約

協議，在不需要占用他人土地的情況下設定地役權，以滿足其使用需

求。 

而地役權的種類可分為積極（positive）地役權與消極（negative）

地役權兩種。積極地役權是促使土地持有人便利其土地使用，而進入

他人土地的權利。常見的如上述通行、排水的地役權；較罕見的如使

用衛浴設備、廁所，甚至教堂中長椅的地役權等。消極地役權則是避

免某事完成的權利，不以進入他人土地為必要。例如空氣流通（flow of 

air）、建物採光（receive light）、支撐（support）建物、由導管（pipes）

取水、請求鄰地修繕圍籬的地役權等。若以地役權成立的方法來分類，

                                                 
61 一般而言，此時接收土地權利的原抵押權人會代原權利人向其他抵押權人清償債務，這樣其

他抵押權人才會同意其取消回贖的申請。若有任一抵押權人不同意該申請時，即可向登記機關

提出異議以保障自己的權利。 
62 詳見不動產法第 46A、47~49 條；1994 年昆士蘭土地產權法第 81A~92、115M~115S條。 
63 所謂自然權利，是指土地持有人與生俱來的權利。亦即土地持有人不能拋棄、移轉，而當事

人亦無法以契約加以排除的權利。 
64 即土地持有人有權要求鄰地支撐住其土地而不致坍塌。若土地持有人或使用人因其挖掘土地

或其他行為造成鄰地坍塌時，則必須要負法律上的責任。即使在事先已為所有可能避免坍塌之

防禦亦無法免除責任，除非該坍塌之危險並非事前可預見或預防的。 
65 所謂水流權，只有毗鄰於河川的土地持有人才能行使權利。是指汲取河水為一般家庭使用、

清洗、飼牧、灌溉等使用的權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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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將地役權分為： 

A. 明示授與地役權（Easement by express grant） 

此為最普遍的地役權授與方式。依照不動產法第 47 條第 1 項之

規定，地役權必須經過登記，將其詳細內容記載在供役地的登記頁

冊中，才能夠依法生效並具有不可推翻的效力。 

B. 明示保留地役權（Easement by express reservation） 

土地持有權人在轉讓其土地產權時，基於保留一個地役權供自

己使用，而在交易完成的同時創立地役權的情形稱為明示保留地役

權。不過在中世紀時此種地役權被認為並非出售者保留住其地役

權，而是在交易中含有兩階段的移轉在內：第一階段由出售人將土

地完整的移轉給買受人，第二階段再由買受人授予地役權給原出售

人，但是這樣的兩階段移轉概念存在很大的問題66，因而在財產轉

讓法第 45A條中屏除掉這樣的概念。該法條認為所謂明示保留地役

權，即是出售人在出售土地時保留住地役權，而將其他的產權轉讓

給買受人的情況，不再是兩階段的轉讓了。 

C. 法定地役權（Easement by statutory） 

法定地役權包含兩種狀況：一種是由成文法明確規定而授與或

創設地役權，此種地役權通常是用以使得政府機關（ public 

authorities）、社會大眾（community）或其他群體能取得相關的地役

權而規定67，少數情形是用以促進土地利用而授與或創設68。而另一

種法定地役權則是由法令給與法院權力，以判決的方式授與或創設

地役權69。 

                                                 
66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概念出現，主要是地役權一向被認為：供役地與需役地不可能為同一個人

所有。因此既然持有權人不能對自己的土地存在地役權，自然就無法保留該不存在的權利，而

只將其他的產權讓與買受人。因次透過兩階段的授與，的確可以解決保留地役權的盲點。不過

這樣的概念卻衍生了一個重大問題：由於在這樣的產權讓與中，轉讓契據上往往只有出售人簽

名，註明轉讓產權但保留地役權等情事，但未由買受人簽名。既然買受人未簽名授與出售人該

地役權，則地役權在效力上是存有瑕疵甚至是無效的。詳見高富平、吳一鳴，前揭書(註 37)，
第 676~679 頁；Peter J. Butt “Land Law(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6, 
p.434~435. 
67 詳見新南威爾斯 1967 年管線法(Pipelines Act 1967)第 21 條；新南威爾斯 1989 年社會土地發

展法(Community Land Development Act 1989)第 36 條；新南威爾斯 1989 年皇室土地法(Crown 
Land Act 1989)第 58A條等。 
68 例如土地被四周其他土地封閉，在完全沒有出路的情況下失去了可利用性，因此法律規定其

可在影響程度最小的情況下，通行四周圍之土地。 
69 在新南威爾斯州，財產轉讓法第 88K條及 1979 年土地與環境法院法第 40 條，分別將權力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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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默示地役權（Easement by implied） 

默示地役權是源自於 1879 年惠爾頓訴博若斯案（Wheeldon v 

Burrows）判例而建構出規則的70。其在形成上必須滿足四個要素： 

(A) 必須有某宗地授與部分的利益－即存在「供役地」。 

(B) 在供役地上行使的準地役權，必須是持續及明顯的。 

(C) 對於需役地而言，該準地役權必須是在合理需求的範圍內。 

(D) 在供役地上，其準地役權之行使必須是具有利益的。 

而只要四個要素都完備了，默示地役權就能夠成立並且具有普

通法效力，不只是衡平法的效力而已。 

E. 時效地役權（Easement by prescription） 

地役權可以經由時效完成而取得，只要使用人長期連續

（long-continued）長達 20 年以上，並且明顯（apparent）公開（open）

的實行，就可以被賦與真實的權利。關於時效完成後的效力，新南

威爾斯上訴法院（Court of Appeal）71在 2004 年威廉斯訴國家運輸

局案（Williams v State Transit Authority）中表示，依時效完成而取

得的地役權是具有普通法效力的，而不是僅具有衡平法效力而已72。 

(3) 取利權（profit a prendre, or profit）73 

取利權可由當事人間自行協議並登記，使得一方有權進入另一方

的土地74，而擁有提取或遷移屬於該地部分的物質（例如土壤或沙石）

                                                                                                                                          
予高級法院及土地與環境法院，使法院在判決上可直接設定或授與法定地上權。 
70 該案確立了準地役權(quasi-easement)一詞，並確認了默示地役權的效力。關於默示地役權的

內容，先假設狀況為：甲擁有A與B兩宗相鄰土地的持有權，並且長久以來皆通行於A地以達到

B地，因此在這樣的狀態中，甲便是以A為供役地且B為需役地的情況在行使其持有權。但是在

供役地與需役地不可能為同一個人所有的情況下，A地與B地之間並不存在地役權的關係，而

只存在一種準地役權的關係而已。而待甲出售B地給與乙時，兩宗地不再屬於同一人甲所持有

時，地役權的要件便已完備而確立了。像這樣的準地役權存在之事實，可以推知甲默示了授與

乙該地役權的意思存在，因此乙便可以在A地上取得默示地役權，通行於A地以達到B地。嚴格

而言，本案是屬於默示保留地役權，並非默示授與地役權；但本案所建構之默示地役權原則，

後來也都被各法院沿用，以判斷默示授與地役權是否存在或合理。詳見Peter J. Butt “Land 
Law(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6, p.439~449. 
71 新南威爾思高級法院中，設有兩個部兩個院，其中上訴法院乃是高級法院中專責辦理民事訴

訟的法院。其他部院為刑事上訴法院(Court of Criminal Appeal)、普通法部(Common Law 
Division)、衡平法部(Equity Division)等。 
72 即是與已訂定契約但尚未登記之地役權具有同樣之效力的意思。 
73 詳見 1994 年昆士蘭土地產權法第 97E~97M條之規定。 
74 取利權可以存在整宗土地上，或只存在土地上的某指定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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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產物（例如樹木或作物75）甚至是動物76的權利。取利權可為有償

或無償，但必須指明期限，該期限必須為確切的日期或是事件的發生

（如沙子、石頭、樹等被取光）。另外在澳大利亞聯邦中的所有土地，

其中的礦藏是屬於州政府所有，土地持有人及相關權利人皆無權開

採，因此也無權以其為標的與其他人訂定取利權。 

取利權與地役權兩者皆為土地上的權利而非專屬於個人的權利，

其差別在於：地役權可能會給予進入他人土地的權利，但並未給予取

走土地上任何東西的權利；而取利權不但給予進入他人土地的權利，

也一併給予了取走土地上部分的物質或出產物甚至是動物的權利。此

外地役權在現代社會中已日趨複雜化，且應用上也日顯寬廣；然而取

利權在現實生活中已經很少應用了。 

(4) 水資源使用權（water access entitlement） 

由於澳大利亞是相當乾旱的大陸，尤其是在內陸地區，因此水資

源是非常珍貴的。所謂水資源使用權，是指政府每年向各該宗地供應

的水量與供水計畫等，包含了水資源的分配使用權（share entitlement）

與抽取使用權（extraction entitlement）兩大項目。該權利可與土地持

有的權利分離而成為買賣交易的標的，也是可登記的權利77。 

(5) 土地信託（trust）78 

土地信托制度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紀采邑分封制度中，有

關於用益（use）的關係79。而「信托」的名詞真正出現，則是導因於

1535 年英國用益法（Statute of Use 1535）的出現80。所謂信託，乃是

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給受託人後，使其依委託人之本意，為受益人之

利益或為其他特定之目的，管理或處分信託財產。關於信託之成立、

變更或終止等，現依照新南威爾斯州不動產法、財產轉讓法、與 1925

年受託人法（Trustee Act 1925）等，已有非常詳細之規定。 

                                                 
75 樹木(timber)或作物(crop)以天然種植者為限，人工栽種的樹木或作物皆不可為取利權的標

的。 
76 同理，必須以該土地上之野生動物為限。即飼牧的任何動物皆不可為取利權的標的。 
77 詳見新南威爾斯 1999 年水資源管理法(Water Management Act 1999)第 12 條之規定。 
78 詳見不動產法第 82~87 條之規定。 
79 由於在中世紀的土地封建制度中，土地持有人常要背負很重的義務，而土地轉讓或繼承中有

許多繁雜的手續，且在土地持有人不得中斷的基本規定下，便開始發展出這樣的用益制度。這

制度的主要使用為：土地持有人A可將土地轉讓給B而將收益權轉讓給C，使得B與C之間存在

用益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B是土地持有人，而C是用益權的受益人(cestui que use)。因此C雖然

沒有持有該土地，但是卻可以對土地進行使用或收益。 
80 關於用益關係的詳細發展、信託的誕生等內容，詳見高富平、吳一鳴，前揭書(註 37)，第

79~88 頁；Peter J. Butt “Land Law(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6, p.96~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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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信託關係中常涉及到多方之間的權利義務關係，較為複雜。

其中，委託人將土地移轉或設定予受託人的關係，可經由權利變更登

記而完成。但是受託人與受益人之間的關係，則不是一項可登記的權

利。以新南威爾斯州為例，關於土地信託的契據文件及相關證明的複

本，可以在委託人與受託人之間成立信託關係並移轉設定土地時，存

放於登記簿中加以保管或參照使用；但後續的受託人與受益人之間的

關係，則不是一個可登記於登記頁冊中的土地利益，因此不可以在登

記頁冊上有任何明示、暗示或推定土地信託的相關通知字眼存在81。

土地信託被排除在登記簿之外，也是托崙斯登記制度當對於契據登記

制度而特有的一個特色82。 

(6) 定序授與（settlement）與出售信託（trust for sale） 

所謂定序授與，通常83指的是將財產權給予相繼（successive）特

定人的安排（arrangement）或切結（disposition），是英美財產法中相

當具有其特色的一個制度84。例如某甲以其持有之土地，擬定契約授

予某乙終生地產權，並規定若乙死亡則由某丙取得剩餘的非限嗣繼承

地產權；此相繼可取得權利之人的安排，即稱為定序授與。由於此制

度在發展上帶來了逐漸使土地市場萎縮、土地利用效率變差等，因此

部分功能逐漸受到法令的限制85。關於其使用，近年來已逐漸被土地

信託制度給取代了。 

出售信託原是定序授與中的一種應用，但其與定序授與的許多特

性不同，加上在 19 世紀以後其使用上的便利性逐漸超越定序授與，因

此被獨立出來成為一個土地利益的內容 86。出售信託是一種信託方

                                                 
81 詳見不動產法第 82 條之規定。關於土地信託之利益保護，依該條之規定在提出土地信託之

契據文件及相關證明的複本時，登記機關應在登記簿上登記異議(caveat)之字樣，以避免與信託

契約內容不一致的登記申請出現。關於第 82 條之規定，長久以來存在著問題與爭議，詳見Booth 
“Recording Trusts in the Register: Revised Procedure”, NSW Law Soc J, 1998 Mar, p.20. 
82 托崙斯在早期時認為信託中的各種權利關係皆是可以登記的土地利益，但後來改變了看法，

相關文獻本研究尚未尋獲。但本文以為托崙斯登記制度之所以不將受託人與受益人之間的關係

列為可登記之權利，主要在於土地信託中，受託人與受益人之間的關係乃是屬於對人權的一

種，也就是僅為個人間的契約限制關係而已，非基於土地所得到的產權或利益，因此非土地登

記的範圍。此外土地信託在對人權的關係上已是不可推翻效力例外之一，而其權利更可以異議

的方式保障權利，因此無需在登記範圍中例外包含非土地產權或利益。 
83 由於在不同的法令中，對於定序售予會有不同的意涵。例如新南威爾斯財產轉讓法第 7 條第

2 項、1966 年破產法(Bankruptcy Act 1966)第 120 條等。在本文中的定序授與是採用通說的定義。 
84 定序授與起源自中世紀(大約在 13 世紀時)。因為當時的貴族及中小地主們希望自己所擁有

的土地能在家族裡面相傳，而不致於流入外人手中，因此有了這樣的制度出現；後來甚至出現

週期性的復定序授與(resettlement)，更是把土地永久保留在家族之中。 
85 詳見新南威爾斯 1886 年定序授與法(Settled Estates Act 1886)、1898 年轉讓與財產規則法

(Conveyancing and Law of Property Act 1898)。 
86 出售信託最初發展出來的目的，主要在於籌措資金(以償還債務)，而不是為了分配財產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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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由委託人在契約中指明由受託人出售該信託財產（不一定是不

動產），然後再將售得的價款進行投資，並按照委託人的指示在所有受

益人或後繼的受益人之間進行分配的一種財產權。現已逐漸轉化而成

為信託中的一種型態。 

關於兩者的差異諸如：A.定序授與以出售為最後之手段，而出售

信託主要的目標便是出售；B.定序授與的主要利益在於對土地的實際

占有或利用，而出售信託的利益是在對信託財產的價值進行分配；C.

定序授與的土地出售權利在土地持有人手中，而出售信託的土地出售

權利卻在受託人手中；D.定序授與只能設定在土地上，而出售信託可

以設定在所有類型的財產上等。由於以上這些差異可知，在現代社會

中自然是以出售信託的利用性較高，加上在 20 世紀初時的遺產稅

（death duties）與其他稅（tax）的出現，因此造成定序授與逐漸的沒

落與轉化。 

2. 登記的限制 

(1) 公約（covenant）87 

此處之公約，專指政府要求某宗地所有人及使用人履行義務，因

此簽署協議書並進行土地登記者。公約的目的，在於限制土地及建物

的使用，通常是為了保護土地的自然特徵，或保證符合環境特性的土

地利用。將公約登記後，將使得往後之土地產權承受人明白土地使用

的約定，而依然受到公約之限制。 

(2) 建物管理聲明（Building Management Statements）88 

政府機關基於建物管理之考量下，可將對於各宗土地之建物限制

記錄於登記簿上。聲明中可規定公共設施、道路、固定支撐物、掩體、

保護性設施，以及日常行政管理等具體內容等。建築物管理聲明一經

登記後，所涉及的每一塊宗地皆受其管理，不能任意為其他違反規定

之建築。 

                                                 
87 詳見 1994 年昆士蘭土地產權法第 97A~97DA條之規定。 
88 詳見 1994 年昆士蘭土地產權法第 54A~54J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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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登記之種類 

由托崙斯登記制度最初的發展可知，在澳大利亞推展托崙斯登記制度的

初期，並非強制擁有土地權利的大眾採用該登記制度。只有在土地移轉時，

雙方當事人可選擇採用契據登記（亦可不登記）或托崙斯登記之方式進行登

記；或是未發生土地移轉，但土地持有人也可以自願申請登記至托崙斯登記

制度中。無論如何，一但採用托崙斯登記，則該宗土地從此之後便僅能適用

於托崙斯登記制度且須強制登記，而不能再回復到契據登記制度了。而由於

不斷有土地透過登記，轉換至托崙斯登記制度中，因此在 20 世紀末時，澳大

利亞聯邦各州托崙斯登記制度下的土地已達到全國土地之 98％以上89。 

由於托崙斯登記制度中，土地上的任何權利處分無論是移轉、變更、設

定等皆須透過登記才能產生權利變動效果，在此將這樣的登記稱為權利變更

登記。而登記若有錯誤或遺漏時，登記機關欲維持登記簿的正確性，則是以

更正（correcting）登記的方式進行。除此之外，尚有將土地帶入托崙斯登記

制度的第一次登記，以及其他特殊情形之登記等。關於眾多的登記方式，在

此分別說明各種登記形態如下90： 

一、 首次登記（primary application） 

在此所謂的首次登記，所指的即是由非托崙斯登記的土地，轉化為托崙

斯登記土地的過程。將土地由舊制度帶入托崙斯登記制度的登記方法一般而

言可分為三種：依一般首次登記創立一般登記頁冊（ordinary folio）、依合格

權利登記創立合格登記頁冊（qualified folio）、依有限權利登記創立有限登記

頁冊（limited folio）等。此三種登記型式的關係為：一般首次登記，是將土

地導入托崙斯登記制度中的主要應用方式。但是若有一些特殊情形，例如土

地上的權利狀態尚未釐清，或土地權利人的權利有所瑕疵，或是土地與四鄰

之間邊界關係無法確認等，則有賴其他兩項的登記方式，將土地逐步導入托

崙斯登記制度之中了。 

（一） 一般首次登記 

依照不動產法第 14 條規定，欲申請一般首次登記之人必須先經過相關

產權或利益人的同意，將土地上的各項權利狀態列明後，連同各項權利證

明文件與交易文件，一併提供給登記機關，才能在通過審查後記錄於登記

簿中。若登記機關認為所提供的證明不夠充份時，是可以依不動產法第 23

 
89 詳見Mr. Justice Young “Why Did the Torrens System Succeed in Australia yet Fail in North 
America?” Australian Property Law Journal, 1994, Vol. 2. 
90 關於登記種類間的關係，可參照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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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2 項的規定拒絕登記的91。這種申請登記的型式，即為在此所謂的一

般首次登記。 

在申請一般首次登記並完成登記後，未一併被登記到登記簿中的其他

權利都將因此而消滅92。因此當某宗土地依程序提出一般首次登記之申請

時，若該宗地之其他相關權利人對申請的內容不服時，皆可以向登記機關

提出異議（caveat）以對抗申請人93。此外，若有土地相關權利人因一般首

次登記而遭受損失時，便可向一般首次登記之申請人請求賠償。此外在某

些條件成就下，其也可以向托崙斯保證基金（Torrens assurance fund）申請

損害賠償94。但是若相關權利人因為未提出異議，或是任由異議被撤銷而

不向法院提出任何救濟時，則是無法向登記機關申請損害賠償的95。 

（二） 合格權利（qualified title）登記 

為簡化及加速土地權利變換至托崙斯登記制度中，在 1967 年時加入了

合格權利的登記制度。依照不動產法第 28B~E 條的規定，當土地持有人申

請一般首次登記後，隨即撤銷申請而改為申請合格權利登記；或當登記機

關認為一般首次登記申請人的證明文件不足；或當登記機關認為申請一般

首次登記的土地上，存在其他既存利益（subsisting interest）或權利狀態未

明等情況下，則登記機關將停止辦理一般首次登記，而改為辦理合格權利

登記並創立合格登記頁冊。 

而合格權利登記與一般首次登記的主要差異在於：一般首次登記完成

後將直接立即給予完整的托崙斯權利：即能受到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而

合格權利登記卻只是一種兩階段轉換型的權利。第一階段是當合格權利成

立時，登記簿上所記載的權利人只是取得合格的權利，其權利內容可能會

受到既存利益的限制。待期間屆滿後或土地上的權利關係清楚後，才會進

入到第二階段，賦予已登記的權利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既然合格權利必

須受到既存利益的限制，則既存利益的判斷就很重要了。一般說來合格權

利中的既存利益有兩種： 

                                                 
91 托崙斯登記制度成立之初，申請第一次登記時登記人員會要求提供高度的證據(例如：產權

鏈)來證明其產權及相關利益。但在近年來鼓勵權利轉換(conversion of title)政策的推動下，此嚴

格的制度已較為鬆綁。此外登記機關在一般首次登記的權利審查中，若同一權利上存在競合關

係時(例如同時有兩人宣稱擁有同一宗地的非限嗣繼承持有權)，權利證明遺失但卻實際占有土

地者，一般而言較僅擁有權利證明者來的有優勢。 
92 由於托崙斯登記制度具有不可推翻之效力，因此土地上相關權利除非伴隨一般首次登記一併

進入托崙斯登記制度，否則其權利即有可能因而消滅。但亦有例外者，如遺漏的地役權或取利

權。詳見不可推翻效力例外予以保障的情形（本文第三章第一節，第 3-15 頁）。 
93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74B條。 
94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120 條第 1~2 項、第 129 條第 1 項；損害賠償制度（本文第三章

第二節，第 3-23 頁）。 
95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127 條第 1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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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於舊制度與衡平法原則的既存利益 

由於合格權利，是介於舊制度與托崙斯登記制度中間的一種權利型

態，因此在既存利益的判斷上自然也就需要依照舊制度及衡平法的相關

限制進行。也就是應先將合格權利視為舊制度登記中的權利，衡量其與

其他產權或利益之間的優先效力，如此就能知道是否有既存利益了。在

此舉例以說明判斷是否為既存利益的標準：某甲先將其所持有之土地設

定抵押給乙，隨後出售該土地予丙並在舊制度下進行登記。而丙在持有

之土地成立合格登記頁冊後，且該登記頁冊上並無乙的抵押權描述之情

況下，設定抵押權給丁並進行登記。在此狀況下乙的抵押權對於丙與丁

之效力如何，便須視乙之抵押權是否為既存利益。討論如下： 

(1) 若乙之抵押權在丙取得土地之前，便已在舊制度下登記 

基於財產轉讓法第 184G 條之規定，登記在前之產權或利益較登

記在後者具有優先效力。因此乙的抵押權對於丙或丁而言，皆為既存

利益。因此丙與丁在權利上的行使皆受到乙的權利之限制。 

(2) 若乙與甲訂定抵押權契約後，未在丙取得土地之前登記 

在此情況下，若丙取得土地時未知悉（without notice）乙的抵押

權，則乙之抵押權對於丙而言便不是既存利益，因此丙之權利行使不

會受到乙的抵押權限制。而同理丁也不受乙之抵押權限制，無論丁對

於乙之權利是否知悉。 

而若丙取得土地時對於乙之抵押權為已知悉，則乙之抵押權對於

丙而言即為既存利益了，因此丙之權利行使將受到乙的權利限制。而

對於丁而言也是如此，若丁在與丙設定抵押時對於乙的抵押權未知

悉，則乙之抵押權對於丁而言不是既存利益；反之若丁已知悉，則乙

之抵押權為既存利益。 

2. 基於時效（prescription）或反向占有（adverse possession）的既存利益 

在土地持有人的產權成立合格登記頁冊之時，即已存在或正在進行

中的時效利益或反向占有利益，皆屬於該宗土地上的既存利益。 

（三） 有限權利（limited title）登記 

為簡化及加速土地權利變換至托崙斯登記制度中，在 1976 年時加入了

有限權利的制度。有限權利登記是指：若土地之界線不明確時，登記機關

依然可以創立一般登記頁冊或合格登記頁冊以保障土地持有人之權利，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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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須在該登記頁冊上加註「有限」（limitation）的字樣，以表示該宗地界

線尚在模糊未確定的狀態。因此該宗土地上的產權或利益處理方式與上述

一般首次登記或合格權利登記皆相同，只是土地處於未定界之狀態而已。

而若要向登記機關申請取消該有限的加註字樣時，則必須向登記機關提出

充份的證據或是定界計畫（delimitation plan），在確定宗地四至範圍後才能

夠取消。而若有任何相關產權或利益人將因該定界計畫而受到侵害時，皆

可向登記機關提出異議以阻礙該定界計畫之進行，確保自己的產權或利益
96。 

二、 權利變更登記 

在土地進入到托崙斯登記制度之後，關於土地上的各項權利，在未登記

的情況下僅是以協議或訂定契據的方法等，皆無法產生土地上的權利變動效

果。此在不動產法第 41 條第 1 項中定有明文。因此各宗土地上的各項權利在

發生變動時，便皆須依不動產法或其他法令辦理登記，土地權利的承讓人才

能夠獲得相關土地權利。也因此一般登記所及的範圍包含了各項產權、利益

或限制，諸如持有權、有期限持有權、抵押權與負擔權、地役權、取利權、

水資源使用權、土地信託、公約、建物管理聲明等。所有的權利在經過權利

變更登記之後，才能產生權利變動的效果。 

三、 更正（correcting the Register）登記 

由於托崙斯登記制度是高度依賴登記簿的正確性而運作的，因此若登記

簿處於不正確的狀態時，將嚴重影響登記制度發揮其效用；因此登記機關不

但有權力（power）去更正上述的錯誤或遺漏情況，更是有「責任」（duty）

使登記簿處於正確的狀態。但是若更正登記的權限無限制擴張時，又有可能

侵害到已登記權利人的相關產權或利益。在這兩者之間勢必要取得一個平衡

點。 

（一） 更正登記的權力（power） 

依照新南威爾斯州不動產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d款規定，在登記中發生

錯誤（error）或遺漏（omission）時，若此錯誤或遺漏明顯是來自登記人

員或行政上的疏失（obvious clerical and administrative error），則登記機關

可在不影響相關權利人利益的情況下為更正登記；又基於第 12 條第 1 項第

d1 款之規定，登記機關可在充足的證據以及土地相關權利人的同意下，對

登記簿之內容作更正。不動產法第 136 條第 1 項作了補充：登記機關確認

登記錯誤時，可回收土地權利證明書；若權利或土地權利證明書是以欺詐

                                                 
96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28T~V、74F、74H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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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fraudulently）或非法的（wrongfully）方法取得時，登記機關亦可回收

土地權利證明書。此外在不動產法第 39 條第 3 項中亦有更正的規定：登記

機關有權更正所提出的登記文件上，顯然錯誤的部分97。 

（二） 更正登記的限制（limit） 

由於登記會有不可推翻的效力存在，因此若不顧登記錯誤或遺漏發生

的時間點，而讓登記機關的更正權利無限的回溯，不但損害到已取得權利

人的利益，也將破壞登記制度中的不可推翻效力之保障宗旨。英國樞密院

（The Privy Council）在 1967 年弗雷澤訴沃克等人案98（Frazer v walker and 

others）中，便認為登記機關的更正權力，必須是在不動產法第 45 條99（修

正前第 135 條）的限制下進行的。也就是在托崙斯登記制度中，若有善意

且伴有對價的權利受讓人，信任未更正的登記簿且完成登記，成為土地權

利人時，其將因此真實獲得其所信任之權利；因此在這情況下若登記機關

欲為更正登記，雖然仍然有更正的權力，但是必須在不影響權利受讓人的

前提下才能更正。而新南威爾斯的上訴法院在英國樞密院提出意見後不

久，也採取了這樣的觀點直到現在。 

（三） 法院的命令（order）更正 

在土地的相關權利人對於權利的內容或是登記的內容產生爭議，或是

登記機關拒絕登記等情況下，而有任一方提出訴訟於法院時，法院在判決

確定後即可依據不動產法第 138 條的規定，命令登記機關回復相關權利人

的權利或是修正登記簿的相關內容及記錄。有時法院甚至可以命令登記機

關重新製發一張新的土地權利證明書100。 

四、 其他特殊登記 

在此所謂的特殊登記包含三種登記。第一種是經由反向占有（adverse 

possession）以成為登記土地持有人的占有權申請登記，此種登記由於與托崙

斯登記制度透過登記取得權利的基本精神相違背，因此在學界及實務上爭議

                                                 
97 由於交易文件也是登記簿的一部分，因此更正登記自然及於交易文件上。依據該條文登記機

關可在交易文件旁註明更正的部分後辦理登記，不須要駁回登記之申請。 
98 關於案例詳細內容，詳見本文第三章第一節，註 14，第 3-6 頁。 
99 該條中規定凡是善意(bona fide)且伴有對價(valuable consideration)的權利受讓人，在完成登記

後其權利或利益將受到保護。即使受讓人權利來源的登記權利或利益，是欺詐的(fraud)、錯誤

的(error)、無效的(void)或可撤銷的(voidable)等，受讓人依然可以取得該權利或利益而不被追

奪。該項規定即再次強調不可推翻效力。不過即使為無償取得，實務上見解亦認為其也受到不

可推翻效力之保障，除非法令明文排除無償取得之人不受保障。詳見無償取得（本文第三章第

一節，第 3-14 頁）。 
100 如果已經有舊的土地權利證明書存在且尚未作廢時，是不可能再製發一張新的證明書的。

因此本情形多發生在登記機關誤以為土地權利已回歸皇室，而作廢原土地權利證明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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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久。第二種是將土地帶入托崙斯制度過程中的警告（caution）登記，用以

警告其他人該土地之權利關係尚未明確。第三種是用以保護未登記或無法登

記之權利的異議（caveat）登記。三種登記類型分述如下： 

（一） 占有權101申請（possessory application）登記 

依照限制法第 45 條第 1 項之規定：凡是占有人在占有期間屆滿後，使

得原土地持有人之權利消滅的情況下，即可向登記機關申請登記為產權人

（持有權人或有期限持有權人）。但是申請登記占有權，其占有土地必須是

一塊完整土地（whole parcel of land），意即該土地必須符合最小市鎮計畫

標準（minimum town planning standards）102。此規定是為了防止申請人占

有的土地是一些狹小不足以利用的土地而設。而經由排除他人的進入，申

請人的占有及於土地的占有界線（occupational boundary）103的任何地方，

但是也可及於占有界線外其表現占有的地方104。此外，殘留地（residue lot）
105也可以包含在占有標的中106。 

（二） 警告（caution）登記 

在上述將土地導入托崙斯登記制度中，關於合格權利登記的申請上，

若土地上可能存在既存利益時，登記機關則必須在合格登記頁冊上記錄「警

告」，以提醒欲與該宗土地之權利人交易者，該土地上可能存在相關權利風

險。在該警告失效之前，相關權利人都將無法取得完整的托崙斯權利。而

若欲使得警告失效，依警告之內容分為三種方法： 

1. 一般的警告 

下述無對價交易的警告及反向占有的警告，乃屬特殊之警告；因此

相對於特殊警告之外者，皆為此處所謂一般的警告。在合格登記頁冊成

立且記錄警告後，若出現買主伴有對價（for value）且無欺詐的購買該

宗土地，並透過登記成所持有權人時，則警告將在合格登記頁冊成立的

六年後，或買主已經登記為持有權人時失效，視何者之時間點較晚而定。

但須注意的是，警告之失效範圍視買主登記的權利範圍而決定。亦即若

買主登記的權利是非限嗣繼承持有權，則警告將是完全的失效；而若買

                                                 
101 占有權亦可稱為反向占有。關於反向占有之內容及條件，詳見反向占有（本文第三章第一

節，第 3-17 頁）。 
102 詳見不動產法第 45B條。 
103 例如設立圍籬、牆壁、河流等，詳見不動產法第 45D條第 6 項。 
104 詳見不動產法第 45D條第 2 項。 
105 所謂殘餘地，是指原意欲保留為後巷通道(service lane)，或避免房屋直接鄰接道路的緩衝空

地(spite strip)等狹長的土地。 
106 詳見不動產法第 45D條第 2A、2B及第 5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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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登記的權利是有期限持有權或抵押權等其他利益，則警告只在買主的

權利範圍內失效而已，在其他範圍中依然有效。此外若在合格登記頁冊

成立後，便一直未再有任何權利轉讓發生，或雖有權利轉讓發生但尚未

使得警告完全失效時，則該警告將在經過成立合格登記頁冊十二年後，

完全的失效107。 

2. 無對價交易的警告 

若合格登記頁冊成立的權利，是屬於無對價交易取得的權利時，即

屬此範疇。在合格登記頁冊成立且記錄警告後，若出現買主伴有對價且

無欺詐的購買該宗土地，並透過登記成所持有權人時，則警告將在該買

主登記成為持有權人的六年後失效；或是當再出現另一位買主伴有對價

且無欺詐的購買該宗土地，並透過登記成所持有權人時，警告將失效。

視何者之時間點較晚而定。此處警告失效的範圍與一般的警告相同，視

買主登記的權利類型而決定警告失效的範圍。且同樣地，在合格登記頁

冊成立且記錄警告經過十二年後，警告將完全的失效108。 

3. 反向占有的警告 

若合格登記頁冊成立的權利，是屬於反向占有取得的權利時，即屬

此範疇。在此情況下的警告將永遠不會失效，只能被取消而已。當登記

的持有權人已反向占有該宗土地達十二年以上時，即可向登記機關提出

申請，以取消在合格登記頁冊上的警告109。 

由此可知，合格登記頁冊上的警告效力是有時間性的。因此若在該宗

土地上有既存利益人之存在時，則其必須在警告存在效力的時間內，向登

記機關提出異議或申請登記土地權利，以保護其既存利益。若既存利益人

怠於在警告效力的時間內提出異議或申請登記，其權利將在警告失效或取

消後一併消滅。 

 

 

 

 

                                                 
107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28M、28MB條之規定。 
108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28J、28M、28MA、28MB條之規定。 
109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28J、28ME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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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登記：6~12年 

合格產權登記 

申請登記 成為托崙斯土地

第一階段：無不可推翻效力 第二階段：有不可推翻效力 

警告失效：既存利益消滅 

 

 

 

 

圖 2-2：合格產權登計與警告登記的關係 

資料來源：Peter J. Butt “Land Law（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 Ltd., 2006. 

（三） 異議（caveat）登記 

在托崙斯登記制度中，以新南威爾斯州不動產法而言，當中第 41 條第

1 項明確規定：本法所規定之一切有關於土地產權或利益的交易，在未依

本法所規定之程序進行登記之前，皆不生效。單從本條規定中看來，似乎

排除掉了所有托崙斯登記制度土地中，未經登記的產權或利益；但從不動

產法的其他法條中卻可發現，未登記的土地產權或利益並非全然的無效或

不受保障110。此外有些土地上的產權或利益是無法登記的，例如契約上的

特別約定、土地信託、或雖已成立協議但尚未擬定可登記之契據的各項土

地權利移轉或授與等。因此為了保障這些權利，權利人可以透過向登記機

關提出「異議」（caveat）的方式加以保障，且提出異議並不以其產權或利

益已遭受到威脅為前提。依照不動產法第 74F條的規定，向登記機關提出

異議者，在該宗土地上任何影響其所聲稱之產權或利益的交易之登記，都

將受到阻礙。而異議只要在提出後，經由登記機關受理並依照不動產法第

36 條第 1B項記錄至登記頁冊上之後，便立即生效。此外異議者在提出異

議後，依舊可以尋求法院的強制令或禁止令（injunction）111或其他衡平法

上的救濟；亦即異議之制度本身，與衡平法上之救濟程序間並不存在順序

或衝突的問題。關於異議的規定，乃在不動產法中的第 74A~R條。而以下

所謂未登記之產權或利益，皆包含無法登記的土地產權或利益。 

1. 異議的種類與異議的提出 

關於可提出異議的情況相當多，在應用上較常見者為下列幾項： 

(1) 第 74F 條第 1 項中，任何人宣稱自己持有未登記、或是來自法令授

                                                 
110 未登記的土地權利或利益，只能視為衡平法上的利益。但亦有認為此種利益與衡平法上之

利益不盡相同者，因此應該只能稱為「具有衡平法利益性質的一種利益」；例如 1919 年Orr v 
Smith案中，法官Hoskins即採此見解。 
111 請求法院給予禁制令的保護，乃是在衡平法利益保護上常見的一種辦法，與本節中所謂向

登記機關提出之異議，是不同的財產權保障方式，兩者之間互不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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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或是來自其他方式，得到托崙斯土地上普通法或衡平法的產權或

利益時，皆可向登記機關提出異議，禁止妨礙其權利行使的產權或利

益進行登記，以保障自己的權利。此部分的異議在應用上最為廣泛，

也是本文以下主要所將探討之異議。此種異議通常被稱為「預防交易

的異議」。 

(2) 第 74F條第 2 項中，已登記的權利人因為相關權利證明書或交易文件

的滅失或其他原因112，為防止權利證明書被冒用申請登記，進而侵

害其已登記的產權或利益，可向登記機關提出異議，禁止妨礙其權利

行使的產權或利益進行登記，以保障自己的權利。 

(3) 第 74F 條第 3 項中，由於土地上已存在或可能存在占有人，因此土

地上的相關權利人在占有人的占有期間屆滿前，可向登記機關提出異

議，以保障自己的權利不會在占有權的授與下受到影響。 

(4) 第 74F 條第 4 項中，由於宗地上提出了定界計畫，因此在該土地上

的相關權利人認為其權利受到影響時，便可在定界計畫登記前，向登

記機關提出異議以防止定界計畫的登記。 

(5) 第 74B條中，由於宗地已在申請一般首次登記，因此在該土地依不動

產法創製登記頁冊前，土地相關權利人可以向登記機關提出異議，以

保全其所宣稱之權利113。 

然而異議並非只有土地相關產權或利益人才能提出的，登記機關亦

可以主動將異議事項記錄於登記簿中；例如在不動產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e 款中，即有登記機關為確保無行為能力人或國王（女王）之利益、或

為避免登記事項錯誤之土地進行交易、或為避免欺詐或不當的交易發生

等，皆有可以主動記錄異議之規定。簡而言之，登記機關可以保護任何

人的托崙斯產權利益為由，基於不動產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f 款之規定記

錄異議於登記頁冊中。但若是托崙斯土地的信託契約，依照不動產法第

82 條的程序提出登記之申請時，登記機關則「必須主動記錄異議」，以

防止非依信託內容規定的土地利用或處分發生。 

2. 可提出異議的產權或利益 

大致上而言，任何與土地相關的產權或利益在尋求保障之下，皆可

以向登記機關提出異議。不過有時即使非土地相關的產權或利益，一樣

可以提出異議。討論如下： 

                                                 
112 或例如抵押人為避免抵押權人任意實行其抵押權而提出異議的情形中，也是已登記的權利

人提出異議的情形。 
113 在此之土地權利人，是指在土地進入到托崙斯登記制度之前即已存在之權利人。該權利人

可在土地持有人申請一般首次登記時提出異議，而將其權利一併帶入到托崙斯登記制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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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托崙斯土地產權上的財產權利益 

基於本法第 74F條第 1 項向登記機關所提出異議，其保護內涵必

須是托崙斯土地產權上的財產權利益114，而不能僅是為了保護契約上

的約定事項，或法定非屬土地上的利益等115。此外，異議所要保護的

產權或利益，必須是在異議提出之前即已存在，或最晚應於提出之時

同時發生，但不能是未來才會發生的利益。而若該利益已罹於時效，

則也不能再提出異議以保障該權利。 

(2) 協議授與可異議的利益 

雖然僅為契約上的約定事項是不能提出異議加以保障的，但是雙

方可以在契約上將該約定事項，明確的授與某種財產權上的利益，使

其成為可以提出異議保障的權利。例如在土地上加上責任以確保償還

建築契約所衍生之款項；或對借款人或保證人的土地上加上責任以確

保其債權等 116，該責任就是一種可提出異議的托崙斯財產權或利益

了。 

3. 異議的效力 

，登

記機關在異議生效的期間不能為任何與異議之利益相違的登記。 

關申請登記之各種交易，其交易及登記當

                                                

異議就像是一種禁止令，可以將登記的現狀凍結以保護異議者的產

權或利益，直到異議人的產權或利益受到登記權利人的某種填補為止。

也因此，根據本法第 74H 條第 1 項第 a 款的規定，除非異議者同意

然而，有三種例外情況可以排除異議的效力而進行登記。第一種是

依照本法第 74H 條第 1 項第 b 款規定，若是所欲進行之登記已超出異議

保護的範圍之外時，那麼異議當然就無法阻止登記程序的進行了。第二

種是依照本法第 74H 條第 5 項規定，若有登記權利人死亡等情事，造成

遺囑執行人或尚存之共有人所必須之交易時，除非異議者再另外加以陳

明，否則應准許其登記。另外，關於在異議提出前即已存在的抵押權，

若在異議生效的期間，抵押權人為實現其已設定之抵押權利益而為之交

易，亦屬於本例外情形。第三種例外是依照本法第 74H 條第 4 項規定，

在異議提出之前即已向登記機

 
114 在英國樞密院的委員中，也有部分認為提出異議的權利，必須是托崙斯土地中「可登記」

之權利或利益者。但在澳大利亞聯邦中，法院一般都不採取此意見。 
115 在西澳大利亞州，所謂異議之「保護權利必須是托崙斯產權中的財產權利益」的觀點已遭

受質疑，詳見Boyle Sandra “Caveatable interests: The common lore distinguished”, Murdoch 
University Electronic Journal of Law, Vol.1 NO.1, 1993. 
116 例如約定在借款人未清償債務前，不可將某宗土地移轉或授與權利給第三人，這樣的約定

即成為可以登記異議的權利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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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即不會受到異議之影響。 

4. 異議

議之效力。若

未在期限內取得命令，則登記機關將在登記簿中記明，該異議已在「某

特定

後，異議者依然有 21 天的時間可以取得高級法院的命令，以維持異議之

效力 則

一宗地上已依照

第 74MA條之規定而撤銷了異議，之後提出該異議之人基於相同利益或

請異議時，則該異議不具有效力119。 

5. 異議

或其所提出之異議或被要求撤銷而故意不為撤銷，

妨礙相關登記之進行時，異議者將對於因此遭受損失的任何關係人，皆

負有賠償的責任。 

                                                

的撤銷 

除由異議人自行撤銷的情形外，撤銷異議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依

照本法第 74I條第 1 項規定，若交易雙方在交易後發現登記簿上記有異

議之情事時，任何相關權利人皆可向登記機關申請，提出一份異議的「失

效通知」（lapsing notice）並送達異議人的手中。在該通知送達異議者之

後，異議者有 21 天的時間，取得高級法院的命令以維持異

範圍內」失其效力117，並為登記簿上交易之登記。 

第二種情況是依照本法第 74J條第 1 項規定，沒有交易之發生，但

是依然可以申請提出異議之失效通知的情形。該法條規定，必須是受到

異議之影響的相關產權或利益人才可提出申請。在失效通知送達異議者

。若未在期限內取得命令， 該異議將失效而從登記簿中被移除118。 

第三種情況是依照本法第 74MA條規定，直接由法院命令撤銷異

議，而不需要失效通知的情形。依據該法條，土地上任何產權或利益受

異議之限制者，皆可直接向高級法院請求撤銷該異議。由於本方法沒有

前兩項方法中「21 天」的程序，因此可視為一種較快速的撤銷方法。尤

其在撤銷一些莫名其妙或無意義的異議時，此方法便展現了速度與價

值。需特別補充的是依照本法第 74O條的規定，若是在

理由，而再度申

者的義務 

由於提出異議後將會阻礙到登記程序的進行，雖然有利於提供真實

權利人相當之保護，但卻不利於登記的效率。因此若是異議者沒有合理

之原因卻提出異議，

 
117 異議並未因此完全失效，而只是關於該次交易中相關權利或利益之部分，失其效力。詳見

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74I條第 5 項。 
118 在本情形中之失效，是完全的失效，與前項第 74I條中僅為部分失效之情形不同。 
119 但是亦有例外情形，使原異議人可基於相同利益或理由，再提出有效力的異議。例外情形

有兩種：1.高級法院給予提出異議的許可時；2.權利或利益將受到影響的登記財產權人同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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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各登記種類間的關係 

資料來源：Peter J. Butt “Land Law（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 Lt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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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托崙斯登記制度本為因應契據登記制之缺點，為加速交易速度並確保交易

安全而設。該登記制度與舊制度之間，在登記方式與制度內涵等皆存在極大的

差異性，像是登記簿的形式與權利證明書的製發、登記的種類及登記的內容等，

很多都不是舊制度中曾經有過或探討過的部分。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如何讓

舊制度中的產權及利益能順利的轉換到新制度中，便是托崙斯登記制度最初在

澳大利亞聯邦中，成敗的一個重要關鍵了。關於托崙斯登記制度的建立與內容，

大致上可謂其重點在下列幾項： 

一、 登記簿與登記機關之設置 

由於托崙斯登記制度必須儲藏大量的土地相關權利資料，故為了維持並

了解這些資料，便須有制式的登記簿以詳實記載各項權利，並須有龐大的登

記機關體系之設置以維護登記簿，並使得登記簿上的資料能夠處於正確之狀

態，且製發權利證明書予相關權利人。因此關於登記簿與登記之關之設置，

乃是登記制度中最基礎的建設。 

二、 登記範圍的確定 

在契據登記制中，由於登記的是契據而不是權利，因此只要是與土地相

關的交易契據皆可以進行登記。而且登記也只是採取對抗主義，所以即使不

進行登記也不會影響到權利的取得。但是在托崙斯登記制度中，採取登記生

效主義的情況下，登記與否將直接影響到權利是否有效取得，因此關於登記

的主體、標的與權利範圍等便成為了必須確定的重要課題。就托崙斯登記制

度所登記的權利上而言，由於澳大利亞聯邦乃為英美法系之國家，因此其權

利較為多樣性而難以界定，不如大陸法系中的物權般容易分辨。不過雖然如

此，在經過一百五十年的演化下，基本上能夠登記的權利也都大致固定在一

定範圍內了，不過當然原則上依然是：只要是與土地有關的產權或利益皆能

夠辦理登記。但是要注意到法令規定上的一些例外，例如土地信託亦為土地

上的利益關係，但是由於其僅為一個對人權之關係，並不直接從土地上取得

利益，因此被視為不可登記的權利。 

三、 登記種類的確定 

各宗土地之權利人，若欲向登記機關提出申請登記時，則其為何種登記

種類將有不同的處理方式。因此必須對於各種不同的登記形態分別規範，使

得各種權利的變換皆能夠有效率的進行，如此也才能達成托崙斯最初為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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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促進而建立新登記制度的本意。此外未登記或無法登記的權利，另有異議

之方式以保障其權利，亦為托崙斯登記制度中的一大特色。蓋登記制度之設

置，乃為確保土地上之權利關係也；若登記制度之存在反而使得未能登記之

權利受損時，則亦非登記制度所設置之精神。因此登記制度必須能配合社會

之需要，而為適宜之修正。 

四、 登記制度的現代化 

此外在科技日益發達的現代，由於電腦的方便性與普及性已相當高，因

此托崙斯登記制度也開始結合電腦科技，進行電子化之作業。在這樣的發展

下，ATS 土地自動產權系統不但滿足了儲存大量的登記資料之需求，逐步取

代原有之登記頁冊之設置，而且在土地權利人的核對上漸已不需依賴權利證

明書之提出了。此外在一般人民查詢土地產權及利益相關資料上，也更加的

便利了；而且在登記機關間，或與其他部門如測量機關、稅捐機關等之間，

資料整合運用也更加的容易了。因此電子化的登記制度將會是未來登記制度

演化的重點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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