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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制度的設計，除了基於地籍管理、課稅或施行土地政策的需要外，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關於人民財產權的保障了，像是確定權利關係或確保交易安全

等。登記制度與權利保障之間的關聯，主要即來自登記制度的效力。而在托崙斯

登記制度中，登記制度對於土地權利的保障，最重要的便是不可推翻之效力

（indefeasibility）了。然而，不可推翻效力是以政府的力量所賦與的保障，其對

於私人間的權利取得關係之影響相當重大，因此除了以損害賠償（compensation 

for loss）制度1來加以彌補不可推翻效力上的缺失外，一些例外情況中特別賦與

或不賦與不可推翻效力，也相當的值得討論。除此之外，登記制度中尚有關於權

利間的優先行使順序問題，也是本章的重要課題之一。 

在此需先說明：雖然本章依然是以新南威爾斯州的相關法令為探討對象，但

實際上澳大利亞聯邦各州的托崙斯登記制度發展，都是相去不遠的，甚至連紐西

蘭也包含在內而一併發展。因此雖然澳大利亞聯邦各州，在制度施行的細節及法

令規定上略有不同，但是整體登記的架構、核心的概念、以及登記完畢的效力與

保障等，在各州之間都是相互通用的。本章中探討的法令對象，依然是以新南威

爾斯的相關法令為主。主要探討的法規，包括了 1900 年公布之不動產法（Real 

Property Act 1900，以下簡稱不動產法）、1919 年公布之財產轉讓法（Conveyancing 

Act 1919，以下簡稱財產轉讓法）及 1969 年公布之限制法（Limitation Act 1969，

以下簡稱限制法）2等。此外本章以下所指稱之登記法律效力，專就托崙斯登記

制度之法律效力而論，而不涉及尚存之契據登記制度的法律效力。 

                                                 
1 損害賠償制度本非登記效力的一環，但是兩者之間息息相關，因此本研究將損害賠償制度於本

章一併研究探討。 
2 關於限制法，本文以 2008 年 3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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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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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不可推翻之效力 

托崙斯登記制度在設計之初，便是以登記的不可推翻效力為主軸而創設，因

此關於登記之效力，首先需要論及的就是此部分了。不過須先了解的是，並非只

有已登記的權利才會受到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有時不可推翻之保障也會及於未

登記的部分權利；而且也有已登記但卻不受不可推翻效力之保障者，此兩種情形

合稱為不可推翻效力之例外，將在第二節中詳細說明。這是因為不可推翻效力在

經過許多考驗與長久的演化，為使得不可推翻效力之保障能夠符合公平正義所得

到的結果。此外關於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在新南威爾斯州的法令規定主要在不

動產法的第 42 條及第 43 條，因而在此先將相關規定列上3。 

一、 不動產法第 42 條：登記權利人之產權至高無上（paramount） 

(1) 登記權利人（registered proprietor）除了欺詐的情事之外，擁有與登記簿

上的登記情形相同之權利；儘管土地上存在其他人擁有產權或利益，但

登記權利人之產權或利益基本上是至高無上的，或是具有優先效力。亦

即登記權利人，在面臨到土地上已存有其他產權或利益或侵入（entry）

狀態時，只有已登記在前的權利會影響到其權利範圍，未登記者將完全

不會影響到其權利之行使。除了： 

(a) 由於有其他對該土地聲稱擁有產權或利益的權利人，將其產權或利益

登記在優先的登記頁冊（prior folio of the Register）上。 

(a1) 在該宗土地依照本法之規定進入托崙斯登記制度之前即已存在，或是

已依本法、其他法律、甚至是聯邦法律等而有效的創設，但是在進入

到托崙斯登記制度時遭受遺漏（omission）或描述錯誤（misdescription）

的地役權。 

(b) 已創設或存在但遭受遺漏或描述錯誤之任何取利權。 

(c) 在登記頁冊上或是已登記的產權交易證明文件上，關於宗地（parcels）

或界線（boundaries）之描述錯誤，但是沒有人支付對價成為買主或抵

押權人，或沒有人透過支付對價的買主或抵押權人取得權利的部分。 

(d) 在有期限的持有權中，有期限持有權人占有該土地或是有權占有該土

地，而契約中約定了協議（agreement）或選擇權（option），使得有期

限持有權人取得在權利期間屆滿後展延的權利。且登記之持有權人在

登記之前，即已知悉（with notice）這樣的有期限持有權之存在。但是： 

(i) 該有期限持有權的存續期間不得超過三年。 

(ii) 關於展延的協議或選擇權，在附加到原本的權利期間後，總和不得

 
3 關於不動產法第 42 條及第 43 條的規定，其原文詳見附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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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三年。 

(2) 在第一項中所指的已登記之產權或利益，包含登記頁冊及其他特殊參考

資料上所記錄的權利。例如交易文件上所直接、間接記錄或承認的產權

或利益，無論是抵押權、負擔權、有期限持有權等權利，都將因此而成

為已登記權利。 

二、 不動產法第 43 條：知悉（notice）與否不影響登記權利人的權利 

(1) 除了欺詐的情況之外，凡與前登記產權或利益人訂約、交易以取得或企

圖取得土地上之產權或利益並登記者，其登記權利不需要調查或確認現

任或前任權利人是否有登記過其產權或利益、不需要了解購買價金的應

用狀況，也不會因為對於任何信託、未登記利益直接或推定已知悉，而

影響其登記取得的權利。若其已知悉任何存在的信託或未登記利益，該

知悉之情事原則上也不會被視為欺詐。 

(2) 關於第一項的規定，其優先權不會因此勝過包含在合格登記頁冊中任何

基於既存利益的宣言（claim）。 

三、 不可推翻效力的意義與目的 

由於舊制度中關於權利的追溯流程，相當複雜且花費大量的時間、精神與

金錢，一般人若不聘請專業律師代勞，則可能會存在很大的風險。在這樣的環

境下所發展出的托崙斯登記制度便相當的具有改革之特色。英國樞密院4在早

期的上訴案件中，對托崙斯登記制度的描述為：「托崙斯登記制度的目的是維

護登記的權利人，免於在登記前去追溯最初權利人的記錄，以及證明其為合法

取得的相關問題及費用。所要達成的是提供善意的買方，透過已登記的文件自

原權利人取得相關權利，而且該權利是不可推翻的（即使最初權利的來源有瑕

疵）」。由此可知托崙斯登記制度，其主要目的之一便是要賦與登記權利人，使

其有一個登記效力，不會因為已登記之土地權利來源有瑕疵而被追奪權利，此

即稱為登記的不可推翻之效力。 

而一個世紀後，英國樞密院又對托崙斯登記制度再度描述為：「無論賣方

所取得的權利是否有法律上無效的原因，都要確保善意的買方，使其登記而取

得的權利是不可推翻的」。由此可知，登記的不可推翻效力主要是在於保障經

由登記所取得的權利，使登記權利人能透過登記而獲得該真實之權利。除此之

                                                 
4 在 1900 年澳大利亞制憲之前，是屬於英國的領土，因此自然英國樞密院對於澳大利亞地區具

有最高的司法管轄權。而在 1900 年澳大利亞制憲後，形式上雖已成為獨立國家，但是一直到 1986
年以前其依然是大不列顛國協的一員；也因此英國樞密院對澳大利亞地區的司法管轄權，是一直

延續到 1986 年才終止的。所以本章中有許多的判例或見解是出自英國樞密院，是有其歷史背景

的，在此先為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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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不可推翻之效力亦保障了土地之相關權利人，使其在經過登記後便不會受

到其他未登記權利之影響，此亦改革了舊制度中的陋習5。由於不可推翻之效

力乃是托崙斯登記制度的核心，其雖然只是托崙斯爵士的用語，而非法令上有

明確定義的用語，但在澳大利亞各州的土地相關法案中，依然都對其有相當的

描述6。此外關於不可推翻之效力的保護，並不只是對於土地持有權的保障而

已，基本上任何已登記的土地相關權利人（proprietor）7之權利皆受到其保障。 

在托崙斯登記制度下，權利乃依據登記員依法登記的文件而變動，而非僅

由當事人間簽署文件而變動，因此權利若未經登記，則有可能無法行使，甚至

可能因而消滅。其目的是在於使得登記移轉（conveyance by registration）取代

契據移轉（conveyance by title），所以若無政府公權力的介入時，單只有當事

人之間的合意是無法有效移轉土地權利的8。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說托崙斯

登記制度並非權利被登記的制度，而是透過登記取得權利的制度（not a system 

of registration of title but a system of title by registration），所以「登記」便因此

成為托崙斯登記制度中權利變動的方式。不過在托崙斯登記制度中，並沒有規

定對於登記申請人所為的申請，登記機關皆有登記的義務。而如果登記機關不

合理的拒絕登記時，登記申請人也當然可依法訴請法院命其登記9。 

四、 不可推翻效力的演化 

不可推翻之效力的原意，乃是在於保障權利的內涵而已。其意義是指：凡

是經過登記之土地權利，皆不會因為前登記權利人的權利上存在瑕疵而被撤

銷。也因此權利受讓人一經登記，則便擁有該真實之權利，不需要再去追溯權

利讓與人之權利是否有瑕疵，也不需要擔心是否有因此被其他人追奪權利的可

能了。故不可推翻效力對權利受讓人的保障，是後來才發展出來的。 

自 19 世紀托崙斯登記制度創立開始，托崙斯登記制度一直在改革發展

中；其中最重要的部分，便是在於托崙斯登記制度的核心，也就是不可推翻效

力的發展了。該演化是因為不可推翻之效力在實行上遭遇到一個問題：不可推

翻之效力應保障的主體為何者？亦即，若持有權人甲將其土地持有權讓與乙，

                                                 
5 舊制度中土地上除了普通法效力的各種權利外，還有可能存在各種衡平權利。而舊制度也不以

登記為取得權利的條件，故有許多權利的移轉或設定在土地的表面狀態上都不是容易察覺的。因

此欲以土地權利為交易時，便必須對土地上的各種權利狀態做詳細的調查，否則在取得土地權利

之後，該買主的權利行使還是有可能會受到購買前未知悉的一些土地權利所限制。 
6 除非有欺詐的情形，否則他人主張土地的權利不影響依法登記之權利人的權利，詳見新南威爾

斯不動產法第 42 條、第 45 條、第 118 條。 
7 關於登記所有相關權利人，包含占有或擁有任何形式的所有權或有期限持有權，或是其他地產

權，或法律規定的土地利益，或衡平法(equity)上的未來利益或期待利益等。詳見新南威爾斯不

動產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 
8 詳見Peter J. Butt “Land Law(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6, p.724~725. 
9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12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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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乙便可以取得該土地之持有權無論甲的持有權是否有瑕疵，這是不可推翻之

效力的本旨。但若甲與乙之間的移轉關係存在瑕疵時，則不可推翻之效力應保

障原登記持有權人甲，或是現登記持有權人乙，又或是其他人呢？此問題在不

同的見解下，逐漸造成了「遲延的不可推翻效力」（deferred indefeasibility）與

「即時的不可推翻效力」（immediate indefeasibility）兩種學說。兩種學說皆曾

經為澳大利亞聯邦各州的實務見解所參採，不過大致上以觀，兩種學說成為實

務上見解的分野，主要是由紐西蘭法院的相關判決所區分出來的。也就是：從

托崙斯登記制度誕生之初到 20 世紀中期以前的判例，大致上各州原本皆是採

取遲延的不可推翻效力之見解；但到了 20 世紀中期以後的判例，各州都變更

而成為採用即時的不可推翻效力之見解了10。 

（一） 遲延的不可推翻效力（deferred indefeasibility） 

在 20 世紀中期以前的判決中，皆是採用「遲延的不可推翻效力」理論。

所謂的「遲延的不可推翻效力」，舉例闡述之：若乙以欺騙的手段使原登記

持有權人甲，出讓其土地之持有權予乙或是第三人丙（無論為善意或惡意）

並登記完畢時，則現登記持有權人乙或丙便能獲得該土地真實之持有權，無

論甲的持有權是否存在瑕疵皆不影響，此即為不可推翻效力的本旨。但是由

於甲與乙或丙之間的權利讓與是存在瑕疵的，因此甲自然可以基於真實土地

持有權人的身分，向法院提出訴訟以回復其登記權利人的狀態。在這樣的轉

讓及訴請返還的關係，與不可推翻的效力並不相關。只有等到再有其他人丁

（必須為善意）從現登記持有權人乙或丙手中取得該持有權並登記完畢時，

才會與不可推翻的效力有關。亦即：在持有權轉讓給予丁的時候，由於丁在

登記完畢後便能取得土地上真實的持有權，無論乙或丙的持有權是否存在瑕

疵皆不影響，此即為不可推翻效力的本旨。在這樣的影響下，既然丁已取得

不可推翻的持有權，那麼甲便不能再向法院訴請丁返還其持有權了，其只能

向乙或丙或是托崙斯保證基金請求損害賠償而已。因此這種不可推翻效力之

解釋，使得甲與乙或丙之間第一次交易不受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待乙或丙

與丁之間第二次交易後才有不可推翻效力的適用，便因此被稱為「遲延的不

可推翻效力」11。此理論在 1934 年的克萊門茨訴伊利斯案12（Clements v Ellis）

                                                 
10 詳見許章潤、徐平「法律：理性和歷史－澳大利亞的理念、制度和實踐」(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0 年)，第 124 頁。Peter J. Butt “Land Law(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6, 
p.726~732; Geoffrey Moore “Essential Real Property”, Rourledge-Cavendish, 2007, p.52~52. 
11 詳見G. L, Certoma, C. M. Sappideen, R. T. J. Stein, P. J. Butt “Real Property”,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1985, p.123. 
12 在本案中，一位律師偽造了轉讓契據，將克萊門茨的土地權利轉讓給某甲並辦理了登記，但

甲是該律師虛構出來的一個人。隨之該律師又以甲之代理人的身分，將該土地設定抵押給善意的

伊利斯並辦理了登記。克萊門茨在發現後即以伊利斯為被告，要求撤銷伊利斯在該土地上的抵押

權。法院最後支持了克萊門茨的請求，原因為：雖然伊利斯不是直接從受欺詐人克萊門茨的手中

取得土地權利的讓與，而是經過了中間人甲，符合「延遲的不可推翻效力」之保護；但是由於甲

乃是虛構的人，從虛構的人手中取得土地權利的讓與卻是不可能的，因此伊利斯不應該取得該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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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例與 1891 年的吉伯斯訴梅瑟案（Gibbs v Messer）判例中皆可見到13。 

（二） 即時的不可推翻效力（immediate indefeasibility） 

不可推翻效力的理論出現轉折點，大約在 20 世紀中期。較有指標性的

判決是在 1967 年英國樞密院司法委員會（Judicial Committee），審理來自紐

西蘭上訴法院的弗雷澤訴沃克等人案14（Frazer v walker and others）。該判決

肯定了「即時的不可推翻效力」理論，認為：即使依據無效契約所為的權利

登記，土地登記中的受讓人也能立即獲得不可推翻效力的保護，但是受讓人

施行騙術或對該欺騙之情事知情等情形除外。如此一來，在上述的例子中，

若是丙取得土地持有權並登記完畢（必須以善意為限），丙便獲得不可推翻

效力的保障了，因此甲不可再向丙訴請返還土地持有權。但若是乙取得土地

持有權，或是丙為惡意的情況下，則將成為不可推翻效力保障的例外，即甲

仍得本於真實土地持有權人的身分，向法院訴請回復其權利。由於此觀點不

管之後是否再有丁的出現，都會給予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因此相對於遲延

的不可推翻效力而言便被稱為「即時的不可推翻效力」了。至此不可推翻之

效力，在交易安全的保障中除了保障了交易權利的內容，也保障了交易權利

的善意受讓人。目前世界上採用托崙斯登記制度的國家中，尚有些採取遲延

的不可推翻效力理論15；但是在澳洲境內各州，現已全數採取即時的不可推

翻效力理論了16。 

 

 

 

                                                                                                                                            
地的抵押權。 
13 其他尚有 1951 年Caldwell v Rural Bank of New South Wales案、1951 年Davies v Ryan案等。 
14 在本案中，弗雷澤太太偽造了先生的印鑑，在自己與先生共有的土地上設定抵押權以貸款，

並辦理了登記。由於後來貸款沒有償還，該土地被實行抵押權後出售給善意的沃克，於是弗雷澤

先生便以沃克為被告，要求歸還該土地。英國樞密院最後判決為沃克勝訴，認為：沃克是直接從

弗雷澤的手中取得土地權利的讓與，只要是善意的，在登記完畢之後便應受到不可推翻效力的保

護。詳見G. L, Certoma, C. M. Sappideen, R. T. J. Stein, P. J. Butt “Real Property”,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1985, p.125 Notes2,3,4. 
15 如馬來西亞(National Land Code 1965)與新加坡，皆仍採取遲延的不可推翻效力。 
16 例如：新南威爾斯州 1968 年新Mayer v Coe案、1969 年Ratcliffe v Watters案、1969 年Schultz v 
Corwill Properties Pty Ltd案；昆士蘭州 1971 年Breskvar v Wall案；西澳大利亞州 1988 年Bahr v 
Nicolay案、1992 年Leros Pty Ltd v Terara Pty Ltd案；維多利亞州 1993 年Vassos v State Bank of South 
Australia案、1999 年Eade v vogiazopoulos案；南澳大利亞洲 1992 年Arcadi v whittem案、1995 年

Public Trustee v Paradiso案。由此可知現在的澳大利亞聯邦境內各州，皆已採取即時的不可推翻

效力制度。而其中在 1972 年的Breskvar v Wall案中，巴威克法官(Barwick)則是曾經發表過一句托

崙斯登記制度中的格言。其在判決中明確的指出：托崙斯登記制度並非權利被登記的制度，而是

透過登記以取得權利的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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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時的不可推翻效力 

登記 
權利人 

善意 
受讓人 

延遲的不可推翻效力 

真實 
權利人 

登記 
權利人 

善意 
第三人 

 

 

 

 

 

 

 

圖 3-1：延遲與即時的不可推翻效力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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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不可推翻效力不予保障的情形 

托崙斯登記制度中的不可推翻效力，乃是制度中的核心重點，而且在發展

中已確定為即時的不可推翻效力之保護，已於前述。因此原則上任何土地權利

關係一經過登記，便受到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而未記錄在登記簿上的權利，

則不能影響到已登記的權利人行使其權利。不過雖然登記將賦與不可推翻效力

之保障，但是不可推翻效力的保護範圍，並非仙丹妙藥般的不受限制。申言之，

登記的權利人若非善意而取得土地權利；或其登記之土地權利與其他土地權利

之間存在競合關係；或法令規定中已有明定不受到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或為

不可登記的權利17、不明確的權利、法律上未規定的權利18等，都無法獲得不

可推翻效力的保障。等狀況，這些情況都不在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範圍內。因

此不可推翻效力雖然強大，但是以下的情況都將不受到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 

（一） 欺詐（fraud） 

在土地權利的移轉中，欺詐的一方將不受到不可推翻效力保障；因此若

有欺詐出現，那麼就不會有不可推翻效力來保障此交易及登記了。「欺詐」

是判斷不可推翻效力的存在與否的重要參考指標，且在許多法令的法條中都

有提及「欺詐」這個詞19；但關於欺詐的定義，卻從未在相關法規中明白的

解釋。不過在澳大利亞的學理上，基本上可概略的將欺詐分為兩種：第一種

是前任土地權利人已受到欺詐而失去其土地權利，且現任土地權利人已登記

                                                 
17 例如契約上與土地產權或利益無關的對人權之約定。 
18 例如未訂定期限的有期限持有權，像是寬容地產權、任意地產權等衡平權益即不可登記。 
19 例如不動產法第 42、43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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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土地權利之情況。此種狀況已在法令中明文規定：除非該欺詐是可以歸責

於現任土地權利人或是其代理人的，否則權利一經登記便具有不可推翻的效

力。而第二種是已登記的權利人面對到未登記的產權或利益時，主張其已登

記之產權或利益是較未登記者具有優先效力的，但是該登記權利人卻有可能

涉及欺詐20；是否各種類型的欺詐均屬於此處欺詐規定的範疇，是較為複雜

的情況。由於若在土地交易中發現欺詐之存在時，在登記的效力上將產生嚴

重的瑕疵，且有可能會被撤銷，因此有必要對欺詐的內容深入探討。 

1. 欺詐的意義 

最早在 1905 年資產有限公司訴米爾羅希案（Assets Co. Ltd. v Mere 

Roihi）中，英國樞密院闡釋了托崙斯登記制度中的欺詐為：「欺詐指的是

實際（actual）的欺詐，不包含推定（constructive）的欺詐或衡平（equitable）

的欺詐」。所謂的實際欺詐，是指以故意（wilful）的行為去欺騙原土地權

利人，或使其居於錯誤之狀態而使其失去土地上的相關權利21。而所謂不

包含推定欺詐或衡平欺詐，是指因重大過失或衡平法上的過失而造成的欺

詐，不包含在此所謂的欺詐範圍內22。因此可知欺詐必須可歸責於現任土

地權利人或是其代理人，且是以「使得原登記權利人失去其權利」為目的。

因此若是原登記權利人稍微提高警覺即可察覺欺詐的存在，卻疏忽而未詳

細調查時，此情況下的欺詐尚不能歸責於原土地權利人。但若其故意盲目

自己（wilful blindness），亦即若證據顯示原登記權利人已開始注意到欺

詐，但卻刻意避開相關一切可疑跡象的調查時，其行為也已等同實際的不

誠實，因此欺詐之責任將會歸責於原登記權利人，而不是歸責於受讓的土

地權利人或其代理人。 

之後英國樞密院又再確認了這樣的觀點：如果交易的目的，是為了欺

騙某人存在的權利，那麼就是欺詐。同樣的，如果故意利用不誠實的技巧，

導致土地相關權利因而未登記在登記簿上，那麼也是欺詐。不過在欺詐

中，其行為必須是不誠實的，且不能完全以未登記利益為目標23。此外在

澳大利亞各州的高等法院，關於欺詐的範圍也是持著同樣的解釋，認為欺

詐是指「實際的欺詐」或「實際的欺詐、道德的墮落」或「不只是對於自

                                                 
20 欺詐依照不同的程度，可區分為實際欺詐、推定欺詐與衡平欺詐等，關於各種欺詐的概念，

將於後文（欺詐的意義）中討論。 
21 因此「偽造」當然也是欺詐的其中一種情形了。 
22 然而衡平法的欺詐與實際的欺詐，兩者之間有時並非為能夠清楚劃分的概念，亦即存在著概

念重疊的部分。因此在概念上只要是實際（故意）的欺詐，即包含在此所謂欺詐的概念中，便將

不受到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而非故意的欺詐，即使為重大過失造成的欺詐，則依然受到不可推

翻效力的保障。 
23 由於未經登記即無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因此若以欺詐的方式取得權利，但卻自始至終未為

登記時，則從頭到尾都沒有不可推翻效力的問題。不過若是欺詐所取得的權利，是為不經登記即

例外受到不可推翻效力保障的權利時，則該取得的權利自然就須要納進來討論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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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權利的漠視」等情況。 

2. 欺詐的時間點 

習慣上認為，欺詐必須在使得權利的接受人成為登記權利人的過程中

出現，才算是托崙斯登記制度中所謂的欺詐。不過在高等法院有些法官認

為，欺詐不應該把時間點限縮在這樣的範圍中，亦即有些是在登記完畢之

後才出現的欺詐，也應該包含在該範圍內。例如有些存在土地上的利益，

登記權利人在登記前即已認同並接受，但卻在登記完畢後拒絕承認其所應

該負擔的義務時，此情況也應該在欺詐的範圍之中。 

雖然在高等法院中有這樣的觀點出現，但是其觀點並沒有被全體法官

認同採納，因而存在爭議。無論在登記完畢後的欺詐是否應該包含在托崙

斯登記制度的欺詐內，其實這樣的情況也符合了「對人權」的規範，因而

也將導致不可推翻效力的例外。 

3. 欺詐的對象 

欺詐除了必須可歸責於現任登記權利人或是其代理人，還要使得原登

記權利人之權利因而受到影響。因此若銀行的行員為了加速內部的貸款審

核速度，因而偽造客戶之簽名時，該銀行所取得之已登記抵押權並不會因

而成為欺詐，也不會因而失去不可推翻效力。因為該行員之行為並未對抵

押權人權利產生任何的影響24。不過近年來認為，欺詐若未使得原登記權

利人受到影響時，也還是有可能被視為欺詐。例如當登記申請人以虛偽或

草率陳述之登記申請文件向登記機關提出登記申請，以達成其申請登記之

目的時，其將使得登記機關受到蒙蔽而誤以為申請人擁有該真實權利，此

亦為欺詐。有兩個經典範例為 1984 年澳大利亞保證公司訴迪傑格案

（Australian Guarantee Co. v De Jager）與 1984 年國家商業銀行訴海德利

案（National Commercial Bank v Hedley）。前者之抵押權公司職員，明知

在抵押人的簽署證明文件中有偽造之情事，卻依然進行登記程序；後者的

銀行職員提供偽造的證明文件，以證實登記權利人已簽署完成。在這樣的

案例中，雖然沒有對登記權利人產生權利上的影響，但是卻騙過了登記機

關，因此仍然是欺詐。 

由這幾個案例可知，若其行為並沒有影響到原登記權利人的權利，也

沒有蒙蔽到登記機關時便不是欺詐了。此外這幾個案例中又可再度證實前

述：除非存在不誠實或道德上的墮落，否則都不能算是欺詐。 

                                                 
24 詳見 1998 年Bank of South Australia Ltd. v Ferguson案、2003 年Davis v Williams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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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知悉（notice）與欺詐 

由於在舊制度中，若土地權利買受人在取得土地權利前，已知悉（with 

notice）25土地上早已存在衡平利益時，則其權利之行使將受到衡平權利

的影響而受限。因此在衡平法的判斷中，若土地權利人已知悉到土地上存

在其他衡平利益，卻企圖使得自己的權利取得優先性而排除掉已存在之衡

平利益時，該行為即為欺詐，或稱為衡平的欺詐。不過如前所述，在托崙

斯登記制度之中的欺詐是指實際的欺詐，因此關於衡平的欺詐已在第 43

條中加以排除。也就是在托崙斯登記制度中，即使土地權利的買受人在買

受土地權利前，便已知悉土地上存在未登記的衡平權利時，其所取得的權

利也不會因此而受到限制26。 

                                                

若就第 43 條之法令規範以觀，該法令提供相當大的保護給土地權利

的接受人，自交易之始至完成登記為止，都不會因為對於信託或其他未登

記利益之存在知悉與否，而影響其取得之權利。然而實務上法院卻不這麼

認為。法院一向以來認為第 43 條給予買主的保護，是只有在登記完成之

後才有的；因此在登記完成之前，買主若已知悉信託或其他未登記利益之

存在，其權利將仍然可能受到影響。因此在第 43 條被大量架空的情況下，

其法條只剩下關於欺詐的觀念是有實際效用的，即「若其已知悉任何存在

的信託或未登記利益，該知悉之情事原則上不應該視為欺詐」。所謂原則

上不應該視為欺詐，是指「僅是注意到或實際上已知道，其登記將導致排

除掉已存在的未登記權利」的登記行為，並不會被視為一種欺詐。同理，

明知土地上存在著待訴訟宣判之未登記權利，但是為了排除掉該權利而迅

速申請登記的行為，也不算欺詐。但是若登記權利人在登記前，不只是已

知悉未登記利益的存在，還保證該未登記利益在其登記完畢後會受到保

障，其登記完畢後卻拒絕承認該未登記利益之存在時，此行為就將成為欺

詐了。同理，誘導權利人使其權利未進行登記，然後主張自己的權利以排

除該權利人之權利的行為，這樣的情況也是欺詐。 

5. 善意（bona fide）與欺詐 

若買受土地權利之人有欺詐原土地權利人以取得其權利之情事，則該

 
25 在此知悉包含了實際(actual)知悉與推定(constructive)知悉。所謂實際知悉，是指經由任何管道

所了解到的一切事實狀態；而推定知悉，是只要經過一些正確的或一般的調查(不須要非常深入

的調查，例如到土地周圍實地走一圈)即可得知的事實狀態。因此在衡平法中，為了避免自己察

覺到土地上存在某些未登記利益，因而故意放棄調查的行為，依然會被認定為「推定已知悉該未

登記利益之存在」，因此相對於那些土地上已存在的未登記利益，其將無法取得優先權。關於衡

平法中的知悉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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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6~532 頁。 
26 除非該未登記的權利已提出異議，才能夠限制到後續的土地權利承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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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之權利將不受到即時的不可推翻效力保障。此外，若在取得該權利之

時已知悉原土地權利人受到其他人的欺詐時，其取得的權利也無法受到即

時的不可推翻效力之保障。由於不動產法第 45 條的規定，是指善意的土

地權利受讓人即使取得權利的來源有瑕疵27，其所取得的權利也不會因此

受到影響。因此反面即可推知若土地權利受讓人非善意，便不能受到不可

推翻效力之保障了。因為該受讓人惡意之行為，也等同是參與了欺詐以取

得原土地權利人的權利。 

（二） 登記權利的競合 

凡是已登記的土地權利，基本上皆受到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已於前文

闡明。但是若有兩筆以上相競合的已登記權利時，則勢必將只有一方的權力

受到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另一方則不受到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因此這時

就必須要判斷誰的權利擁有優先的不可推翻效力了。這樣的情況可分為兩

種： 

1. 同登記頁冊中的競合 

關於此種情況，競合的兩種權利是登記在相同的登記頁冊中的。依照

第 42 條第 1 項的規定：「除非登記頁冊上記錄著其他的產權、利益或侵入，

否則登記之權利人擁有與登記頁冊上的登記情形相同之權利，不受其他權

利影響」。因此若持有權人發現登記頁冊上明白記錄著其他產權、利益或

侵入時，當然就不能以其不可推翻之持有權，排除掉其他相關權利的存

在。此即為第三節中優先效力所欲探討的課題之一。此外在 1971 年時出

現了一個值得注意的判例，為伯錫爾企業資產有限公司訴博格博斯貿易資

產有限公司案（Bursill Enterprises Pty. Ltd. v Berger Bros Trading Co. Pty. 

Ltd.）28判例。依照該判例，欲交易而登記為權利人的買主，在查閱該宗

土地之登記頁冊的同時，也必須去查閱與現存在土地上之相關利益的交易

                                                 
27 這樣的瑕疵包含了 1.原登記權利人以欺詐、錯誤之方法，或以無效或得撤銷的交易文件申請

登記而成為權利人；2. 原登記權利人以欺詐、錯誤之方法，或以無效或得撤銷的交易文件，促

成權利受讓人取得權利；3.原登記權利人是透過相同於前兩點的方式取得權利。詳見不動產法第

45 條。 
28 在本案中土地之原持有權人先與一方交易博格博斯 (Berger Bros Trading Co. Pty. Ltd.)，將土地

上部分道路的權利與部分土地上空(airspace)的利益移轉之後，辦理登記完成。但是登記機關在登

記頁冊上僅記載了該交易資料案號與道路權利的部分，但卻完全沒有提到該交易中所包含的土地

上空利益。在這樣的情況下，原持有權人又以該土地之全部售與另一方伯錫爾 (Bursill Enterprises 
Pty. Ltd.)，因此伯錫爾在認為土地上並不存在上空利益的情況下，對於博斯博格的占用提出了控

告。最後高等法院認為博斯博格的上空利益是存在土地上，且可以對抗伯錫爾的。因為在伯錫爾

交易該土地之初，雖然在登記頁冊上無法得知是否有其他已登記權利之存在，但是登記頁冊上已

載明了交易資料案號，只要其查閱該登記交易資料，即可輕易發現其他權利之存在，因此判定其

敗訴。 

 3-11



托崙斯登記制度之研究 
－兼與台灣土地登記制度比較 

證明文件29，才能確保自己所欲取得之土地權利範圍或狀況30。且依照該

判例，更是確定了登記頁冊及交易文件皆為登記簿之一部分的原則。 

2. 不同登記頁冊間的競合 

關於此種情況，相競合的兩種權利是登記在不同的登記頁冊中的。因

此在其中一方行使其土地之權利時，將會有其他對該土地聲稱擁有產權或

利益的權利人出現，而欲禁止其行使相關權利。這種情況通常是在登記機

關的疏失（oversight）之下，造成同一宗土地被登錄在兩張或兩張以上的

登記頁冊中，因此才會同時有兩個或更多個權利人依其已登記權利，宣稱

在同一宗土地上擁有某種產權或利益31。此時必須判斷哪一個登記頁冊為

優先登記頁冊（prior folio of the Register），該登記頁冊將擁有優先的不可

推翻效力。這樣的狀況通常又可分為三種： 

(1) 某宗土地已經建立登記頁冊，但之後在同一宗土地上，又再建立了別

張登記頁冊。 

(2) 某宗土地已經建立登記頁冊，但之後在該宗土地上的某一個較小的部

分區域，又再建立了別張登記頁冊。 

(3) 某宗土地已經建立登記頁冊，而之後鄰接的宗地建立登記頁冊時，卻

產生了在界線上重疊的部分。 

在前兩種情況中，何者之登記頁冊具有優先效力，端視創製登記頁冊

的時間點決定。亦即第一個創製完成的登記頁冊，其上所登記的相關權利

較之後創製的具有優先效力。因此創製在後的登記頁冊上，依據該登記頁

冊而成立的相關權利，將會失去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 

此一判斷準則基本上在第三種情況也適用，不過第三種情況有一個例

外情形：若登記界線上的重疊部分，是導因於創製在先的登記頁冊上描述

界線錯誤時，則將會失去優先效力。然而要注意的是，即使創製在先的登

記頁冊有界線描述錯誤的情況，若是已出現善意信賴該界線之描述，並支

付對價而取得土地相關權利人時，由於其信賴將受到保護而具有不可推翻

效力，故不可再取消掉其優先效力。 

（三） 錯誤的宗地描述（wrong description of parcels） 

                                                 
29 而且也只要查閱相關權利前手的交易文件即可，而不需要再往前回溯查閱，甚至直達皇室授

與為止了。否則若要求欲取得土地權利之買主的責任是如此龐大時，將推翻托崙斯登記制度最初

欲簡化產權調查的宗旨與不可推翻效力的意義。 
30 關於不動產法第 40 條第 1B項亦有相同之規定。 
31 參見不動產法第 118 條第 1 項第f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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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崙斯登記制度中，登記簿上關於土地的描述、界線範圍、四鄰及臨路

狀態等，其主要目的皆只是用以區別及辨識土地所在的位置。因此關於不可

推翻效力，目的是用來保障土地上的相關權利，而不是保證登記頁冊中關於

宗地的描述或界線範圍等部分。也因此登記簿中若宗地描述或界線範圍等產

生任何錯誤，自然就不在不可推翻效力保障的範圍了。在這樣的情況下，無

論是從舊制度轉換到托崙斯登記制度之時產生錯誤，或是在托崙斯登記制度

下的土地測量錯誤，此錯誤皆可在土地權利人未更動的情況中，或雖有更動

但權利人乃無償取得土地權利的情況中，直接改正該宗地之界線。但若是已

經出現善意信賴該界線描述而支付對價之買主或抵押權人時，則該錯誤描述

也將回到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範圍內。另外，若是申請人偽稱某部分土地為

其權利範圍而申請登記，然該土地並非其權利範圍時，登記機關因此對於土

地界線描述發生之錯誤，不在本法令關於不可推翻效力之例外的討論範圍

中。因此若以欺詐的方式使得登記簿上的宗地描述錯誤，則此部分完全不受

到任何不可推翻效力的保護。 

（四） 更正登記 

由於登記簿中若存在著錯誤或遺漏時，登記機關即有權力及義務將之更

正過來，因此更正登記亦為不可推翻效力之例外。而關於更正登記的權力範

圍及限制，已於第二章第二節詳述。簡而言之，即若未出現善意且伴有對價

之權利受讓人，信任未更正的登記簿且完成登記而成為土地權利人之前，則

登記機關可以將該錯誤或遺漏部分更正過來的。反之若權利受讓人已出現，

則登記機關只能在不影響權利受讓人之權利範圍、性質、內容等前提下，才

能將登記簿進行更正。 

（五） 排除的法令（overriding statutes） 

新南威爾斯州的不動產法與其他法令皆相同，有些法規會受到新法令明

示或默示的排除適用，而其排除有可能是部分排除或全部排除的。若當新法

規明示或默示排除掉不動產法中關於土地權利的不可推翻效力時，將造成土

地權利人必須背負一些登記頁冊上所並未記載的相關義務及責任，而使得托

崙斯登記制度中以登記頁冊表明土地上的所有權利義務關係之目的大打折

扣。舉例而言：地方稅（rate）或中央稅（tax）等相關土地課稅法規32，若

依照托崙斯登記制度的本意應該要先載明在土地登記頁冊上，然後才能據以

對土地相關權利人為約束，但是在現行制度上並非如此。像是有些稅法只規

定該課稅「得」（permit）登記，而不是「須」（require）登記在在登記頁冊

                                                 
32 例如新南威爾斯洲 1993 年當地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Act 1993)第 550 條；1956 年土地稅管

理法(Land Tax Management Act 1956)第 8 條；1994 年私營水資源委員會法(Water Board 
(Corporatisation) Act 1994)第 44、46 條等皆為土地之課稅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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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33，而有些則甚至完全未提及該稅法與登記簿之間的關係。無論如何，基

於後法（post-dating statute）優於前法（pre-dating statute）、特別法（statute on 

a specific subject matter）優於普通法（statute on a general subject matter）、公

共利益（public rights）優於私人利益（private rights）等原則下，已導致許

多未登記在登記頁冊上的法令，實際上卻約束著土地相關權利人的結果，因

此成為不可推翻效力的例外。也因此土地權利人不能援用不可推翻效力，以

對抗這些對土地產生各種限制的法令。 

（六） 無償取得（volunteers） 

關於無償取得土地權利者，或者以顯不相當之對價取得土地權利者，其

權利是否受到不可推翻效力之保障，此問題過去在澳大利亞聯邦各州的學術

界引發大量的爭議34。就新南威爾斯州的部分，其爭議來源是因為不動產法

關於無償取得者的權利保障中，法令規範的意涵相當曖昧不明。有些法令規

定上僅以「登記權利人」在條文內容中表示，並無區分有償或無償取得的情

況，例如在第 42 條第 1 項法令開頭的地方即是。但是有的時候似乎又將兩

種情況明顯的區分出來，例如在第 42 條第 1 項第c款或第 43 條第 1 項之處

等，即規範為「伴有對價之登記權利人」。在維多利亞時期35的通說中，認

為無償取得土地權利者的權利，應以其權利取得處之權利來源的範圍為限，

因此僅受到有限的不可推翻之保障。然而在新南威爾斯州不動產法立法之

後，上訴法院在 1988 年博丹諾維克訴柯特夫（Bogdanovic v Koteff）案中，

認為上述維多利亞時期的見解與不動產法第 42 條之規定抵觸，且也與英國

樞密院 1967 年在弗雷澤訴沃克等人案、最高法院（High Court）36在 1971

年布雷克瓦訴沃爾案（Breskvar v Wall）中對於「即時的不可推翻效力」之

概念相抵觸。因此上訴法院將維多利亞時期的見解推翻，而認為無償取得之

土地權利人與伴有對價取得之土地權利人，兩者的權利只要經過登記後，即

都受到不可推翻的保障而沒有任何差異了。但是若不動產法或其他相關法令

中定有明文之例外時37，則無償取得之土地權利人當然會因此而屬於不可推

翻之例外。 

                                                 
33 例如 1999 年造林地與重植林地法(Plantations and Reafforestation)第 46 條之規定。 
34 詳見Atherton “Donees, Devisees and Torrens legislation: The Problem of Volunteers under the Real 
Property Acts”, Australi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1998, 4J, p.121; Radan “Volunteers and 
Indefeasibility”, Australian Property Law Journal, 1999, 7, p.197~206. 
35 即維多利亞(Alexandrina Victoria)女王統治時期(Victorian era, 1837~1901)一般被認為是英國工

業革命的頂峰，與大英帝國發展的尖端時期。 
36 最高法院為澳大利亞聯邦境內最高司法機關，直屬於澳大利亞聯邦，為各州高級法院之上訴

司法機關。在 1986 年澳大利亞法(Australia act 1986)施行後，最高法院也成為終審法院，任何訴

訟皆不再受到英國樞密院之管轄。 
37 例如宗地描述原不受到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但是若有善意受讓人信任該登記的宗地描述狀

態，而取得土地持有權或抵押權等之時，則該錯誤之描述即又受到不可推翻效力之保障，此部分

已於前述。但此種例外狀況是以伴有對價之善意受讓人為限的，因此無償取得的權利人在這種情

況中將不會受到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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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不可推翻效力例外予以保障的情形 

在不可推翻效力制定之初，其為伴隨著「登記」而來的效力。但是有許多

未經過登記、描述錯誤或遺漏的土地相關權利亦有值得受到保障之處。因此登

記制度在演化的過程中，不可推翻效力也開始拓展到未登記、描述錯誤或遺漏

的登記項目，也使得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更能夠符合社會發展狀況的需求。以

下將各種例外予以不可推翻效力保障的狀況，分別描述討論： 

（一） 遺漏（omit）或描述錯誤（misdescribe）的地役權 

在第 42 條第 1 項第 A1 款中所指的不可推翻效力之例外，包含了兩種

情況：一種是在土地進入到托崙斯登記制度之前即已存在，但是在進入到托

崙斯登記制度時遭受遺漏或描述錯誤的地役權；另一種是已依本法、其他法

律、甚至是聯邦法律等而有效創設（validly created），但是遭受遺漏或描述

錯誤的地役權。在學說及實務上關於「遺漏」，是較存在爭議性的。而其中，

兩種情況之前者是較簡單的情況。即凡是在舊制度中即已存在之地役權，無

論是否在舊制度中有登記，若土地轉換到托崙斯登記制度後沒有將其登記在

登記頁冊上，這樣就是本法條所稱的遺漏了。因此雖然該地役權未登記於登

記頁冊上，其效力是依舊存在的。 

而後者由於規定了「已依法有效創設」，而依托崙斯登記制度的本意為

登記才能生效，因此若本來在供役地的登記頁冊上有記錄之地役權，在重新

創製的新登記頁冊上卻不見了，此當然就是本法條所指的遺漏了。反之若地

役權成立之初，訂約的雙方並未向登記機關提出申請登記該地役權，或是雖

然有申請登記，但關於地役權的申請文書或交易資料有所缺漏，以致該地役

權並未記錄於登記頁冊上等狀況，就都不能算是「已依法有效創設」了。因

此在這樣的狀況中，其地役權便僅剩下對人權的效力，只能夠對抗與其訂定

契約的土地權利人，而無法拘束任何在後承接土地的買主了38。而關於默示

地役權或時效地役權的部分，亦是依照此兩種類別的原則進行判斷39。 

此外所謂地役權之遺漏，通說一度認為必須是出自於登記機關的登記錯

誤（fault）或忽略（neglect）才算是本法所稱之遺漏；若單純只是地役權未

                                                 
38 即若供役地之持有權人未有更動，則該地役權因為有對人的效力，仍然可以拘束供役地之持

有權人。而若供役地移轉到其他人時(須沒有欺詐)，則該地役權將無法繼續存在於供役地上，因

而消失。 
39 需留意者為：若未登記之地役權為時效地役權，而該供役地屬於托崙斯登記之土地時，則即

使地役權人已因時效屆滿而取得普通法效力之地役權，如果沒有向登記機關提出登記之申請並記

錄於登記頁冊上，則其權利尚未「已依法有效創設」，將不屬於本法中所謂遺漏的地役權。因此

若供役地移轉到其他人時(須沒有欺詐)，則該時效地役權也將因而消失，而須重新起算時效。此

外，需役地的權利人若有移轉時，其對於供役地的時效取得期間，是可以將個別之時效期間予以

合併累積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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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登記簿上的情形，則不能算是遺漏。不過這個見解已經在 1991 年新

南威爾斯上訴法院中加以廢止了，亦即該法院認為凡是未出現在登記簿上的

地役權，皆為本法所指的遺漏之地役權，不再必須為可歸責於登記機關的情

況。 

（二） 遺漏或描述錯誤的取利權 

由於取利權與地役權之性質相近，因此關於遺漏或描述錯誤的情形及其

效力，皆與上述遺漏或錯誤描述的地役權相同。不過要特別注意的是，托崙

斯登記制度並不承認時效取得取利權40。 

（三） 不超過三年的有期限持有權 

本法令之規定乃是為了保障低於三年的有期限持有權（或稱為短期持有

權，short-term tenancy），因而給予占有土地期限，以對抗成立在後的土地持

有權人。不過短期持有權人必須直接占有該土地，或是有被賦與直接占有該

土地的權利才可以。通常而言，不可推翻效力是伴隨著登記而得到的保障，

但是在短期持有權的情形中，卻是在雙方簽約完成後，不需要經過登記就可

以獲得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41。此外土地上若存在這種未登記的產權，則承

受土地之買主的權利也將會受其限制，因此短期持有權乃為不可推翻效力之

保障的例外之一。在此所謂短期持有權，包含了低於三年的每年地產權、週

期地產權、固定地產權、同時地產權、及歸復地產權等。但本法條中有兩個

需特別注意的地方為知悉的責任，與展延之協議或選擇權的部分。 

1. 知悉（notice）與短期持有權 

「知悉」是本法條中不可或缺的一個項目。若是在土地交易中之買

主，在對於土地上存在短期持有權人的情況為未知悉下取得土地42，則其

在土地上之產權將不會受到短期持有權人的任何影響或限制。而關於知悉

之時間點，則是基於本法第 43A條第 1 項之規定43，在買主於交易完成前

對於土地上存在短期持有權人的情事未知悉時，其權利已足以對抗短期持

有權人。即使在交易完成後但尚未登記完成的情況下知悉有短期持有權人

的存在了，其權利依然不受影響44。 

                                                 
40 詳見Peter J. Butt “Land Law(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6, p.783. 
41 因此在租賃契約簽訂完成後，成立在後之相關權利移轉登記，並不影響已存在之短期租賃契

約，與大陸法中的買賣不破租賃原則相同。 
42 在此注意包含了實際知悉與推定知悉，詳見註 25，第 3-10 頁。 
43 關於該法令之內容及意涵，詳見不動產法第 43A條第 1 項，以及未登記與未登記產權或利益

間的優先效力（本章第三節，第 3-26 頁以下）。 
44 由於土地之買主，其權利在交易完成後尚未登記前，依然為未登記之權利。則關於該未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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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關於展延的協議或選擇權（option） 

關於第 42 條第 1 項第d款中展延的協議或選擇權的年限，總和超過三

年的部分是否受到本法條之保護，其實是受到爭議的。在法令的文義解釋

及實務的習慣上大部分認為，該展延加上原有的短期持有權期限必須在三

年以下，超過三年的部分不在法令保障範圍內，此已在法令中訂有明文。

不過少部分則提出許多不同的見解，認為展延的年限部分不受到三年之限

制。持該見解者主要是立論於不動產法第 53 條之規定。由於第 53 條中規

定超過三年之有期限持有權必須登記，但其並不要求三年內之有期限持有

權進行登記，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短期持有權即使含有展延的協議或選擇

權，第 53 條之規定也沒有要求其必須進行登記45。 

（四） 對人權（rights in personam） 

英國樞密院在 1967 年弗雷澤訴沃克等人案（Frazer v walker and others）

中強調：「不可推翻的效力，不會因而否認起訴人的權利，而使其無法尋求

法院之救濟，或無法以法院授與之對人權對抗登記權利人」。在其他案例中，

英國樞密院則提出：「不可推翻的效力不能干涉到法院的權能，更不能執行

法院關於對人權的審判權（jurisdiction）。所謂對人權的審判權即為依照人們

所應遵守的道德良知（conscience）執行恰當的判斷」。由這些聲明中即可得

知托崙斯登記制度下長久以來的觀點。亦即當授與托崙斯產權或利益時，並

不會因此侵害到法院所賦與土地權利人基於道德良知而產生的責任。也因此

對人權（或稱為個人衡平法，personal equity），就成為了不可推翻效力之例

外了。對人權基本上是由土地權利人之某些行為而發生的，例如出售或訂定

信託等；而其將對土地權利人產生一些約束，使其必須轉讓土地上的某部分

或全部之產權或利益。舉例而言，土地持有權之出售人不可援引登記簿上不

可推翻的效力，以對抗買受人對於移轉持有權的請求；土地信託之受託人也

不可援引登記簿上不可推翻的效力，以對抗信託受益人要求實現其信託利

益。這些權利皆是屬於對人權。不過，在對人權的主張受到滿足或提出異議

前，登記簿中的權利狀態對於第三人而言依然是有決定性之效力的。 

（五） 反向占有（adverse possession） 

所謂反向占有，或稱為占有權（possessory title）46，是由習慣法（common 

                                                                                                                                            
之權利，與未登記之短期持有權間的優先效力比較的部分，規定在不動產法第 43A條中。詳見未

登記與未登記產權或利益間的優先效力（本章第三節，第 3-26 頁以下） 
45 該論者認為，由於展延的協議或選擇權並不必然會被執行，因此其只是一個潛在的短期持有

權新契約而已。既然未被執行，自然不能以執行後之年限附加在原有的短期持有權上，再一併以

第 42 條第 1 項第d款之規定看待。否則第 42 條與第 53 條之間將出現法規上的缺口(gap)。 
46 單純對土地的占有狀態在時效未屆滿之前，尚無法成為占有權。因此占有與占有權之意義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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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所形成之制度，關於此制度之形成，最遠可以追溯回到中世紀的時代。

此制度乃是在土地持有人的產權中，加入了一個時間的限制。亦即若土地持

有人離開其產權所在之土地，而該土地受到其他人占有時，則將會在一定的

期間屆滿後，消滅該土地持有人原有之土地權利。此制度最初之立意，在於

保障產權的穩定性47及增加土地使用效率48，因此對於怠於行使權利之土地

持有人，將使得其權利的「正義之門關閉」（the door of justice is closed）。須

先了解的是，此制度與前章所述時效（prescription）取得49的制度內涵並不

相同。時效取得制度是一種取得權利的過程：在其時效屆滿後，將是基於土

地原有之權利上獲得其所需之利益，而不會消滅土地上任何存在的產權或利

益。然而反向占有卻是一種消滅權利的過程：在其占有之初，該宗土地上將

產生另一個與原產權相衝突的產權50；而在占有的時效屆滿後，該宗土地上

原持有人的產權將因而消滅。此外，直到 1979 年，新南威爾斯州下的托崙

斯土地才能夠經由反向占有以取得產權51，因此反向占有也成了不可推翻效

力的例外。關於取得占有權之相關規定，討論如下： 

1. 占有的期間（period） 

取得占有權的一個要件便是：占有期間。而要計算占有期間，就必須

要能確定占有的起點才能計算。計算占有期間的起點，依據新南威爾斯州

限制法第 28 條規定：是以占有人進入該土地，而對於土地持有人而言，

開始產生以歸還土地為訴訟原因（cause of action）之訴訟對象時，便為占

有人之占有起點。而關於取得占有權的占有期間，依據限制法第 27 條第

                                                                                                                                            
不相同。 
47 亦即，使得土地之占有人能與土地產權人合而為一，並使一般第三人能以其占有狀態而信任

其擁有該土地之真實產權。否則在舊制度之下，若土地上之產權鏈無法回溯到皇室授與，僅能追

溯到一位長期占有(例如：占有 50 年)之占有人時，該土地產權之正當性將產生問題，並且不利

於土地之利用(因為沒有人敢買這種有潛在問題的產權)。 
48 若無反向占有的制度時，則原土地持有人可隨時回到土地上，驅逐占有人並否認占有人在土

地上的任何投資事業。因此任何關於占有土地的利益都將面臨風險，也因而減低了占有人投資的

意願，降低了土地使用效率。因此與其將土地持有人的權利極大化而不容其他占有人侵害，不如

在其不珍惜權利的情況下，消滅其權利而使真正珍惜權利之占有人可獲得真實產權。 
49 關於時效取得制度，在舊制度中包含時效取得地役權與時效取得取利權，但是托崙斯登記制

度中僅存在時效取得地役權。詳見時效地役權（本文第二章第三節，第 2-22 頁）。 
50 根據新南威爾斯州限制法之規定及習慣法之認定，土地上存在占有人時，該土地之產權將呈

現雙重(dual)之狀態：一個是基於原取得之事實的產權(假設為甲)，另一個是基於占有之事實的產

權(假設為乙)。在此狀態下，甲之產權是可以對抗任何人的(包含乙在內)；而乙的產權只能對抗

甲以外之人而已。而在占有期間屆滿後，由於原土地持有人之權利消滅，土地上僅剩下占有人之

產權，則該占有人之產權即成為可以對抗任何人的「占有權」了。 
51 因為在該年修正不動產法之前，原來的不動產法第 45 條規定：「基於任何法令的期限規定，

而對於已登記土地所為之反向占有，皆無法取得土地上的產權以對抗登記權利人；而土地權利人

也不會因為反向占有人之占有期間經過，而有任何權利受到消滅」。因此新南威爾斯州在 1979
年以前，雖然可以占有土地，但是無法因而獲得占有權。而 1979 年不動產法修正後，原第 45
條之規定已被刪除，取而代之的是第 45B~45G條的規定，也將占有權導入了新南威爾斯州的托

崙斯登記制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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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項及第 2 項的規定，若其占有土地為一般人持有（非皇室持有）則為 12

年，若其占有土地為皇室持有則為 30 年。 

2. 占有的狀態 

施行占有的方式必須是實際（actual）占有，並且有占有土地的意圖

（intention）52。占有必須滿足的狀態為：公開（open）、和平（peaceful）

及反向（adverse）。若不符合這幾個狀態，則無論占有的期間再怎麼長，

也無法取得占有權。此外，當占有人與原土地持有人發生訴訟時，則所有

占有狀態的舉證責任皆歸於占有人。 

(1) 公開 

公開即是指非秘密進行的狀態，其狀態必須使得土地持有人在合理

的注意之下即可發現占有人之存在。 

(2) 和平 

所謂和平，即是非暴力的意思。然而占有是否需要以和平為其要

素，此亦引發許多爭議。由於占有之初，占有人勢必要進入該土地，將

原土地持有人「逐出」（dispossessed）該土地使其離開占有之狀態，占

有人才能夠開始計算其占有期間。且根據限制法第 28 條的規定，也暗

示了占有人可以用強力（force）的手段開始占有。因此和平似乎已不再

成為占有的必備條件之一。 

(3) 反向 

反向是指占有人行使其占有，並非經過原土地持有人之同意或授

權。因此凡是土地上的有期限持有權人、特許人（licensee）、管理人

（caretaker）等皆非以「反向」進行占有。不過反之可得，若是原土地

持有人同意他人占有該土地，但之後撤回這樣的同意的情況下，則原基

於同意而占有者若是繼續占有該土地時，就將具備反向的條件了53。此

外若在占有人行使占有的期間，原土地持有人授與或同意其占有時，則

反向的條件將因而消失，占有人的占有期間也將因而消滅。 

                                                 
52 因此占有人必須有意排除其他人對於該土地之利用，甚至以圍籬保護該土地以避免其他人進

入。若占有人僅基於便利而沒有占有的意圖，例如只是將牲畜關在該土地上；或在該土地周圍設

立圍籬當球場使用；或只是在公園中種植自己的花木等，這些沒有排除他人使用的情況，都不能

算是有占有的意圖。 
53 例如購買土地之買主，在原土地持有人的同意下，在完成交易前即占有土地並使用時，此時

該買主的占有即非反向(且其將擁有土地之任意地產權)。但若之後取消或終止交易時，則其占有

將成為反向而具備占有之條件，因此占有之期間將開始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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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占有的中斷（suspension）或消滅（cancellation） 

依照限制法規定，有幾種中斷或取消占有期間的情形詳如下述，將會

暫停或終止占有的期間。其中關於無行為能力人、確認、欺詐等情事所造

成的占有期間之阻礙，若允其在土地原持有人毫無作為的情況下將占有期

間無限延伸，無疑將使得占有權的制度目的受到影響。因此依照限制法第

51 條的規定，若自占有起點開始已達到三十年時，也將視為已完成占有

之期間，而使占有人取得占有權。 

(1) 土地持有人為無行為能力人（disability） 

在此所謂無行為能力人，依照限制法第 11 條第 3 項之規定，必須

符合兩個要件： 

A. 滿 18 歲以上。 

B. 對於管理自己有關訴訟原因方面的事務無法勝任；或是由於疾病；

或是由於身體或精神方面的傷害；或是受到監禁（不論合法或非

法）；或是由於戰爭。 

若土地持有人為無行為能力人時，依照限制法第 52 條之規定，在

其無行為能力的期間內，將中斷占有人占有土地的期間。此外在無行為

能力人恢復行為能力後，若占有人即將在三個月內屆滿其占有期間時，

則無論占有人離該屆滿日的期間還有多長，皆無條件延長到三個月，以

使得土地持有人有充份的時間處理該事務。 

(2) 確認（confirmation）土地持有人的權利 

若占有人在占有期間內，確認了土地持有人請求歸還土地的訴訟原

因，則其已占有之期間將因而消滅，不只是中斷而已。所謂確認，包含

以書面及簽名承認土地持有人的產權或利益，或是對土地持有人的產權

或利益進行補償。例如，占有人向土地持有人請求訂定有期限持有權契

約；或請求依其繳納之稅金抵付租金；或占有人試圖向土地持有人購買

該宗土地等情況，皆屬於確認土地持有人的權利。 

(3) 欺詐（fraud） 

依照限制法第 55 條規定，若土地持有人的可訴訟原因或是占有人

的身份被隱暱（concealment），則占有人的占有期間要等到該隱暱事項

已被發現（或在合理的注意程度下即可發現）時才能起算54。而在此之

                                                 
54 無論是在占有之始有隱暱的情事，或是待占有一段時間後才有隱暱的情況，占有人的占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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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詐，泛指「有意識到在做錯的事」的所有情況，與不可推翻效力中的

欺詐意義略有差別。 

(4) 拋棄（abandonment）占有 

若是占有人拋棄其占有，則其占有期間當然因而消滅。但是要留意

的是，僅是對土地停止利用或短暫離開的情況，皆不可算是拋棄占有。

例如：占有人可能對土地進行輪耕，或因為乾旱而對土地休耕，則該停

止利用的期間皆不算是拋棄占有的情況。 

4. 占有權之內容 

一般而言，在占有期間（12 年或 30 年）屆滿後，依據限制法第 65

條之規定，原土地持有人之權利將因而消滅。因此占有人取得的權利，並

非繼受於原持有人而取得，而是基於自己的占有行為而取得55。也因此根

據同條之規定，土地上所有基於原土地持有人而產生的相關利益，也將在

該占有期間屆滿後一併消滅，不必由占有權人承受56。此外在原土地持有

人之權利消滅後，即不得再向占有權人請求支付占有期間的任何租金，或

是向占有權人請求補償其因占有而造成之任何損害。不過若土地上存在剩

餘權利益（remainder interest）57或存在有期限持有權時，就必須另外考量

了。 

(1) 土地上存在剩餘權 

舉例而言，若甲對於土地擁有非限嗣繼承持有權，且將該土地的終

生地產權授與乙，這樣的情況下乙便成為土地持有人，而該土地上將存

在甲的剩餘權。在這樣的狀態下，若丙進入土地而成為占有人，其將於

12 年的期間屆滿後取得占有權，但是該占有權之內容只是終生地產權

而已58。意即，該占有期間屆滿後所消滅的對象是乙的權利，不能消滅

甲的剩餘權。因此若乙死亡後，該土地持有權將因此回到甲的手中而非

繼續為丙持有。而在這樣的情況下，除非丙再繼續占有直到 12 年的期

                                                                                                                                            
間都要從該隱暱被發現(或在合理的注意程度下即可發現)時，才能開始起算占有的期間。 
55 在 1979 年 2 月，新南威爾斯國會辯論會之立法議會(New South Wales Parliamentary Debates, 
Legislative Assembly)決議：於新南威爾斯地區反向占有而取得之產權，即相當於托崙斯登記制度

中未登記之產權，因此具有普通法的效力，而非只有衡平法的效力而已。 
56 因此土地上存在其他利益時，若該利益之權利人在發現占有人正在行使占有，為了保全自己

的權利，其可以向登記機關提出異議。詳見不動產法第 74F條第 3 項。 
57 或稱為指定繼承權，是一種未來權益。例如擁有非限嗣繼承不動產權的甲，將該土地的終生

地產權授與乙時，則乙對於該土地擁有終身地產權，但甲對該土地仍擁有剩餘權。亦即在乙死亡

後，該土地的產權便需回到甲的手中而不能由乙之繼承人所繼承。而若在乙死亡前甲即死亡，則

該剩餘權將由甲之繼承人取得。 
58 而且是一種他人生命終生地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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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再次屆滿，才能獲得該土地之非限嗣繼承不動產權59。 

(2) 土地上存在有期限持有權 

土地上存在有期限持有權時，與上述存在剩於權之情況類似。舉例

而言，若甲在土地上擁有非限嗣繼承持有權，且與乙訂立有期限持有權

契約，而使得乙獲得有期限持有權。在這樣的狀態下，若丙進入土地而

成為占有人，其將於 12 年的期間屆滿後取得占有權。但是該占有權之

內容只是有期限持有權而已，且該期限即為乙所訂定之契約的期限。因

此在期限屆滿後，丙之有期限持有權當然也因此消滅。而在這樣的情況

下，唯獨丙再繼續占有直到 12 年的期間再次屆滿，才能從甲手中獲得

該土地之之占有權。不過若在占有的 12 年之中，甲再度與其他人（也

可能又是乙）訂立有期限持有權契約時，則丙之占有期間就又得重新起

算了，且其取得之占有權有可能又僅是有期限持有權而已。因此，雖然

經過 12 年的期間即有可能取得占有權，但是實際上也有可能經過數十

年的期間仍然無法取得占有權60。 

                                                 
59 詳見新南威爾斯限制法第 31 條。 
60 例如在本例中，甲不斷將該土地與其他人訂立有期限持有權契約，但每一個契約期限皆不足

以使得丙取得占有權的情況下，丙即可能永遠無法取得占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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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損害賠償制度 

托崙斯登記制度的登記效力，是以不可推翻之效力為主。不過由於不可推翻

效力強大，將影響到一般人民在土地上的權利行使或存續。因此在民眾因登記而

受到損害的情況下，便必須加以彌補了。因此登記損害賠償（compensation for 

loss）制度亦為不可推翻效力的後盾。 

一、 制度的源起 

除了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之外，損害賠償制度乃是托崙斯登記制度的另一

個核心，其將提供已登記的土地產權人或利益人經濟上的保障。關於登記保證

基金（assurance fund）的設置概念，自托崙斯爵士於登記制度創設之初，便以

明白的將其視為登記制度的重點61。此是由於若有信賴登記簿之登記狀態，進

而取得相關權利者出現時，托崙斯登記制度將授與該登記權利人不可推翻效力

之保障，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將會產生一些成本。也就是說，為了使得善意之

買主能夠取得不可推翻效力之保障，原土地權利人之權利將有可能會因此受到

剝奪，且無法請求回復。在這樣的情況下，必須與不可推翻之保障相伴隨而生

的，便是損害賠償制度了。此外在損害賠償制度的運作下，托崙斯登記制度不

但提供了舊制度中所沒有的權利保障機制，也使得登記作業上更加的流暢，不

必因為擔心登記過程中產生瑕疵，而顯得小心翼翼並減低了登記的效率。 

二、 制度的運作 

因此大致上而言，凡是基於不動產法之產權或利益，其權利遭受損失時便

有兩種請求彌補的方法；分別是依照第 120 條之規定，向使其產生損失之相對

人提出訴訟以獲得權利之彌補；以及依照第 129 條之規定向登記機關之托崙斯

保證基金（Torrens Assurance Fund）請求彌補其權利。分別討論如下： 

（一） 依第 120 條向相對人提出訴訟 

關於不動產法第 120 條的規定，是當土地相關權利人在他人的行為下遭

受損失（loss）或損害（damage）時，能夠據以對該相對人提出訴訟，請求

賠償其權利的法條。在普通法的原則中，只要是法令上的權利受有損失時，

便可向造成其損失之相對人提出訴訟，因此本法條從此角度以觀似乎顯得有

 
61 關於保證基金的來源，主要是以申請登記的費用、提出或撤銷異議的費用中提撥而成。也有

由部長(Minister)、議會(Parliament)指示或相關法令規定而提撥至托崙斯保證基金者。若基金短缺

時，則由聯合基金(Consolidated Fund)挹注之，但必須在資金充足後歸還。關於托崙斯保證基金

的法令規定，詳見不動產法第 134 條。關於托崙斯保證基金的發展，詳見Peter J. Butt “Land 
Law(fif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6, p.80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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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多餘。無論如何，該法條第 1 項規定：任何人基於本法之產權或利益受到

損失或損害時，若其損失或損害是導因於下列幾項，皆可向適當的管轄法院

提出訴訟以彌補其權利： 

(a) 欺詐。 

(b) 登記簿上任何錯誤（error）、描述錯誤（misdescription）或遺漏。 

(c) 正在導入托崙斯登記制度之土地。 

(d) 其他產權人的登記（除了第 45E 條的情形之外）。 

（二） 依第 129 條向保證基金申請賠償 

關於不動產法第 129 條的規定，是給予土地相關權利人在權利受到損失

或損害時，能夠向登記機關請求保證基金賠償的依據。其是否向造成其權利

損失者提出訴訟，不在此法之規範事項中；因此也沒有要求其應先向相對人

提出訴訟，作為向保證基金申請賠償的先行程序62。該法條第 1 項規定：任

何人基於本法之產權或利益受到損失或損害時，若其損失或損害是導因於下

列幾項，皆可向托崙斯保證基金請求賠償金以彌補其權利： 

(a) 由登記機關基於本法規定，執行或行使關於土地的職權或職務時，其行

為或所造成之遺漏。 

(b) 其他產利或利益人的登記（除了第 45E 條的情形之外）。 

(c) 登記簿上關於土地的錯誤（error）、描述錯誤（misdescription）或遺漏。 

(d) 已經導入托崙斯登記制度之土地。 

(e) 由於欺詐，故喪失土地上的產權或利益之原登記權利人。 

(f) 關於土地之官方調查上的錯誤或遺漏。 

不過該法條在第 2 項的規定上，則排除了一些可以請求賠償的狀況： 

(a) 該損失或損害可歸咎於申請人的行為或忽略。 

(b) 該損失或損害是由其初級律師（solicitor）、許可的轉讓律師（licensed 

conveyancer）或不動產代理人（real estate agent）之欺詐、故意之疏忽或

忽略所造成，而且可以在其專業保險公司（professional indemnity insurer）

中獲得其損害之彌補。 

(c) 申請人怠於減輕損失或損害的程度。 

                                                 
62 在澳大利亞的某些州，向引起損失或損害之人提出告訴乃是向登記機關請求補償的先行程

序。亦即：若受損害之人已向造成損害之人提請補償其損害，但仍無法滿足其財產權所受之損害

時(例如：加害人失蹤、死亡、無力償還、破產等)，則其才能夠向登記機關申請損害賠償。如南

澳大利亞、西澳大利亞、塔斯馬尼亞、澳大利亞首都領地等皆採此法令規定。不過在新南威爾斯、

昆士蘭、維多利亞、北領地等的法令規定中，皆未規定此種向加害人提出告訴的先行程序。詳見

Adrian Bradbrook J., Susan MacCallum V., Anthony Moore P. “Australian Real Property Law(fourth 
edition)”, the Law Book Company Limited, 2007, p.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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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該損失或損害已經在其他的救濟金中獲得彌補。 

(e) 該損失或損害是由於土地測量的錯誤或計算錯誤造成的63。 

(f) 該損失或損害是由於土地信託（無論明示、默示或推定）之受託人的侵

害，或是同一宗土地包含了兩次以上的授與。 

(g) 該損失或損害是由於在登記簿上登記或遺漏登記，有關於原住民（native）

產權、與原住民產權或利益相關的事務之公認決定（ approved 

determination）。 

(h) 該損失或損害，未依據本法之相關規定申請賠償。 

(i) 該損失或損害是由於依照財產轉讓法第 2 部分第 3C 區之規定，而提出

之計畫中的錯誤。 

儘管有這些賠償的規定或例外，管轄登記機關之部長（Minister）依然

保有對於賠償基金的處理權限。其可以基於自己的職權，或在登記機關的建

議下，對於無法受到賠償之權利損失或損害者，進行優惠賠償（ex-gratia 

payments）64。而關於賠償金額的部分，登記機關則可在十萬澳元內，或根

據其它相關法令規定之金額範圍內，擁有決定的權限；超過十萬澳元的部

分，則必須在請示部長後才能進行賠償。而若是請求人請求賠償遭拒，或是

對賠償金額不滿，皆可以登記機關為相對人向法院提出訴訟，以滿足其損失

或損害之權利65。 

 

                                                 
63 社會上的測量機構和測量師所應負責的測量調查土地面積、位置、邊界等，由於登記機關不

會對其進行審核，因此若該部分出現錯誤而造成土地權利人之損失或損害時，並非由政府以登記

賠償基金進行賠償，而是由該測量機構或測量師的保險公司支付(從事測量業務的機構或測量師

都被強制進行商業保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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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頁。 
64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130 條之規定。 
65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132、135 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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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其他效力 

在托崙斯登記制度中，登記的效力主要為不可推翻效力及損害賠償制度兩方

面已於前述。除此之外，登記之效力尚有優先效力及普通法效力等，詳述如下： 

一、 優先效力（priorities） 

在同一宗土地上，經常會存在相同或不同的產權或利益之間的競合，因此

在這樣的情況下，誰的權利可以優先行使便是一個重要的課題了。關於優先效

力的部分，以下討論可分為三種情況分別為：已登記與已登記產權或利益間的

優先效力；已登記與未登記產權或利益間的優先效力；以及未登記與未登記產

權或利益間的優先效力。 

（一） 已登記與已登記產權或利益間的優先效力 

登記不只是賦與相關權利而已，也同時賦與了優先效力。優先效力是指

當該宗地上相同或不同的權利間發生競合時，可以行使權利的優先順序。而

關於優先效力的授與，在托崙斯登記制度中是按照登記的先後順序而給予

的，並非依照契約訂定或契據轉讓完成的時間點，此與舊制度中的判斷準則

相異。而關於登記的先後順序判斷，則是依照提出登記文件申請登記的時間

點之先後順序66。不過須留意者為，所謂依照提出登記文件的順序所指的「登

記文件」，必須是可登記狀態之登記文件67。因此若登記文件遭登記機關駁

回時，自然也將失去其申請登記之順序。 

（二） 已登記與未登記產權或利益間的優先效力 

雖然未登記的土地產權或利益受到認可，但是在地位上相較於已登記的

產權或利益，乃處於較不利的狀態。除非其向登記機關提出異議以保障其權

利，或者該權利本身已受到不可推翻效力的例外之保障，否則該權利將有可

能會受到已登記產權或利益的影響而消滅68；而且其權利一旦消滅，該未登

記產權或利益就不可再回復了。 

（三） 未登記與未登記產權或利益間的優先效力 

由於在舊制度之下，土地上的任何產權或利益並沒有要求登記，因此未

登記的產權或利益之間的競合關係，相較於現在托崙斯登記制度下的權利

 
66 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36 條第 4、5 項。 
67 關於可登記文件之意義，詳見可登記之交易文件（本章第三節，第 3-29 頁）。 
68 詳見不動產法第 43 條之規定（本章第一節，第 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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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是更為激烈許多的。不過也因此慢慢形成一些判斷標準。以下所謂的傳

統判斷標準，差不多是在二十世紀中葉之前採用的標準；而之後則是慢慢導

入了現代判斷標準。另外不動產法第 43A 條第 1 項之規定，也是關於未登

記權利優先效力的保障，因此一併討論之。 

1. 傳統的判斷標準 

由於未登記的土地產權或利益被視為衡平法上的利益，因此澳洲的法

院根據以往傳統，所採取的標準是與判斷衡平法上的利益相同的標準。其

中最主要的判斷依據便是「利益成立在先者具有優先效力」69。然而這樣

的推論，無論在舊制度或是在托崙斯登記制度中，都沒有任何的法源或理

論依據。 

傳統以時間點前後為主的判斷標準中，尚有兩點需要考量。第一點是

有些未登記的托崙斯產權或利益是具有普通法效力的，而並非僅是衡平法

的效力而已70。在這樣的情況下，當然是普通法效力的權利優先於衡平法

效力的權利。第二點是必須考量是否有任何未登記產權或利益，已依不動

產法之規定提出異議的情形。已提出異議的權利相較於未提出異議的權

利，將具有優先效力。 

2. 現代的判斷標準 

在現代的判斷標準中，誰的權利較具有優先效力，應該朝向衡平性的

方向推導。也就是法院在作決定時，應該斟酌所有客觀的事實，將優先效

力判給具有較佳的衡平性的一方。因此權利成立時間的前後，雖仍然是一

個影響優先效力的要素，但卻已不是決定性的要素了。例如，若經由成立

在先的權利人誘導，使得成立在後的權利人誤以為土地上不存在該成立在

先的權利時；或是即使是成立在後的土地權利，但卻擁有權利證明書時。

這兩種情況下，都將導致成立在後的土地權利人反而獲得權利行使的優先

效力。此外當成立在先的權利人怠於保護自己的權利時，其也將因而失去

優先效力。基本上保護未登記權利的辦法有下列幾項： 

(1) 提出異議 

                                                 
69 此為衡平法判斷標準中的一句格言，拉丁語的原文為「Qui prior est tempore, potior est jure」，

英文語譯為「The first in time has the better right」。 
70 例如：依照新南威爾斯州財產轉讓法，在第 23D條規定的未登記而僅以口頭承諾的短期租賃

契約；及財產轉讓法第 127 條規定一年一簽的土地承租人；及立遺囑人在新南威爾斯 1890 年遺

囑認證法(Probate Act 1890)實施前死亡，遺贈給受贈人的終生利益；及反向占有人的利益等，都

是獲得具有實體法的利益，並非只有衡平法的利益。詳見普通法的效力（本章第四節，第 3-3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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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未登記之土地權利人皆可提出異議以保護其權利，因此是否提

出異議，將成為優先效力判斷標準的重要指標之一。但是當成立在先之

權利人因怠於提出異議，以致成立在後之權利人誤以為土地上不存在該

成立在先的權利時，則將導致成立在後的土地權利人反而獲得權利行使

的優先效力。例如土地持有權人甲以該土地持有權為標的，與乙訂立買

賣契約，但乙沒有向登記機關提出異議；之後甲又再與丙訂立買賣契

約，未告知丙其已與乙訂立買賣契約，且丙在查閱登記簿及其他調查之

下皆未注意到乙之存在71。在這樣的情況下，由於乙怠於提出異議，無

疑的引誘了或提供了甲，有機會將該土地偽裝成未存在任何乙之權利的

模樣，因此將由丙取得權利的優先效力。 

(2) 直接占有土地或占有權利證明書 

直接占有土地或占有權利證明書，也是一項保障自己未登記利益的

辦法。由於在土地的買賣或權利設定過程中，買受人應該察看土地上或

占有權利證明書的實際狀況，因此當土地持有人的土地或其權狀被其他

未登記權利人占有時，則買主將能夠輕易發現土地上存在其他已存在之

未登記權利。而因此未登記權利人就可以保障到自己的權利了。不過這

種方法通常只能當作一時的權宜之計而已，因為若土地上存在有期限持

有權，則未登記權利人便可能無法直接占有土地。而且托崙斯登記制度

現已不要求登記機關發放權利證明書，因此未登記權利人也將因而無法

要求占有權利證明書。 

3. 不動產法第 43A 條第 1 項與未登記權利的保障 

關於未登記產權或利益之間的優先效力，在新南威爾斯州主要規定在

不動產法第 43A條中。該法規定之保護內容並不顯著，但一般說來該法條

已被援引為托崙斯產權或利益的交易中，在交易完成後與登記之前的期間

所提供的保障72。亦即，若交易托崙斯產權或利益的雙方，在未知悉73土

地上已存在衡平產權或利益的情況下已完成交易（伴有對價之買主已取得

                                                 
71 若丙已經由任何管道知悉(實際知悉或推定知悉)乙的權利時，則當然即無法取得優先效力。除

非在本例中，乙同意將優先效力讓與丙，或是乙已經由某些行為放棄權利的優先效力了，但是這

樣的案例非常少見。此外關於判斷優先效力，注意與否也是重要的決定性關鍵。 
72 在舊制度中，登記並非土地權利交易的生效要件，亦即在買主取得轉讓契據之時，即已取得

土地上的權利了。其所取得之權利為普通法權利，而若在其完成交易之時對於土地上存在其他早

已存在的衡平產權或利益尚未知悉，且其交易為伴有對價時，則其普通法權利可以優先於早已存

在之衡平產權或利益，因此在權利行使上將不會受到任何影響。然而在托崙斯登記制度中，土地

權利之交易雙方在交易完成後尚未登記前，買主所取得之權利基本上依然只是個未登記的衡平權

利而已，該權利在登記之前無法取得不可推翻效力的保障。因此即使該買主是伴有對價的且未知

悉早已存在的衡平產權或利益，其在登記前依然受到早已存在的衡平產權或利益之影響。在這情

況下可發現托崙斯登記制度之保障反而較舊制度來的低了，因此才會衍生出第 43A條的規定。 
73 在此注意包含了實際知悉與推定知悉，詳見註 25，第 3-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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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登記之交易文件），則買主所取得之權利即已不受該衡平產權或利益的

影響了。不過關於本條之規定，有幾點值得留意。 

(1) 不動產法第 43A 條第 1 項規定 

本法所提供注意的保護為：在買主依照可登記之交易文件（dealing 

registrable）取得本法規定之土地產權或利益，或該交易文件已由買主

或代表買主者適當的簽名且可基於本法辦理登記，而在已為登記前，將

其視其權利為合法之權利。 

(2) 迅速提出申請登記 

本條所規定之保護，是用以保障交易完成後即將提出申請登記之買

主，而非用以保障交易完成後卻遲遲不申請登記以保護自己權利的買

主。因此若要援引本法條之保護，本法條並非永久性（everlasting）的

保障，而只是交易完成後一定合理期間內的保障而已74。 

(3) 可登記之交易文件 

關於可登記之交易文件的定義，也是受有爭議的話題。例如，若該

交易文件中存在可能被登記機關駁回的錯誤，但登記機關可依其權限修

正交易文件內容時；或交易文件之書寫及簽名之墨色不符相關法令規定

時；或申請登記時應將該地所受之限制或其他相關產權利益等一併列

上，但申請人卻遺漏時；甚至是申請人未付印花稅（stamp duty）時，

這些情況下是否為可登記之交易文件，不斷的挑戰著本條文75。不過在

通說下認為，可登記之交易文件必須至少具備兩個條件：(1)買主必須

持有權利證明書，或隨時可提供權利證明書；(2)交易文件必須是即刻

可登記的（immediately registrable），不需等待其他權利先行登記。 

關於第二個條件所謂交易文件為即刻可登記的，可舉例如下：已登

記之土地持有權人甲，出售其土地予乙且已完成交易文件之書寫並簽

名，因此該交易文件已經是「可登記之交易文件」了。因此若乙並對於

土地上有任何早已存在之衡平產權或利益未知悉時，其權利行使也不會

受影響了。但若乙在未立即登記的情況下，將土地之抵押權設定予丙時

並完成交易文件時，則丙之抵押權交易文件並非可登記之交易文件。這

                                                 
74 關於期間長短，目前較少有資料論及。但以 2001 年Diemasters Pty. Ltd. V Meadowcorp Pty. Ltd.
案中，法官即認為該買主遲至交易完成後 14 個月才提出登記申請，已難以受到保障。 
75 不過依照不動產法第 39 條規定，登記機關對於存在錯誤或遺漏的交易文件，仍然可以進行登

記。且登記機關對於交易文件上顯然的錯誤，可直接逕為更正。若考慮到本條文之規定，則許多

不合規定之交易文件，依然可以視為可登記之交易文件。詳見交易文件（本文第二章第二節，第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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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丙的抵押權並非即刻可登記的，而是必須等待乙登記其持有權

後，丙才能夠登記其抵押權。同理若乙在未立即登記的情況下，將土地

持有權售予丁，則丁所持有的交易文件亦非可登記之交易文件。除非丁

直接代理甲與乙兩位移轉持有權人，在其可使得兩次移轉同時完成的狀

況下，丁的持有權才算是即刻可登記的，因此也將受到第 43A 條的保

護。 

不過要再留意者為，依照上述例子中雖然丙與丁之權利並非即刻可

登記的，而無法直接援引第 43A 條的規定而保障其權利，但是丙與丁

之權利依然可依照「連續效果」（successive effect）來保障其權利。所

謂連續效果，源自於 1911 年威爾齊斯訴史本納案（Wilkes v Spooner）

中所建立的規則。其是指：第 43A 條中關於伴有對價之買主，在未知

悉已存在之衡平產權或利益時所得到之保障，可以延展到透過該買主取

得權利的人身上。即使透過該買主取得權利之人，只是一個無償取得權

利者，或是早已知悉土地上存在之衡平產權或利益，其權利也不會因此

受到影響。因此若把連續效果套用至前案例中，若乙在與甲的交易中未

知悉土地上有任何早已存在之衡平產權或利益時，則透過乙而取得權利

之丙與丁，即可援用此連續效果，間接援引第 43A 條的規定來保障自

己的權利。 

二、 普通法（common law）的效力 

依新南威爾斯州不動產法第 41 條前段之規定，未登記之交易文件不生效

力：「除非依本法進行登記，否則在本法之下的任何土地產權或利益，都不會

依照交易文件或交付對價而有效轉換」。在此所謂之不生效力，所指的即為普

通法上的效力。亦即，唯有已登記的產權或利益才會擁有普通法上的效力，未

經登記的產權或利益一般而言只具有衡平法（equity）上的效力而已76。所謂

普通法之效力，是指當權利受有損害時，即可以該權利所依據之法令向司法機

關提出訴訟，以滿足其權利。與普通法效力所相對的，便是衡平法之效力。普

通法與衡平法之間的區別與協調，是英美法中的一大特色，尤其在財產法中更

是明顯，而兩者的差異主要在於救濟範圍、救濟方式與權利效力上。衡平法是

在法令之規定不足，或是無法依照法令之規定進行普通法上的救濟，或是依照

法令判決之下反而將造成顯失公允之結果時，為了法律上的公平正義，彌補法

令上弱勢方的利益而產生的一套制度77。關於普通法與衡平法兩者之間的差

                                                 
76 未經登記的權利亦有具有普通法之效力者，例如短期租賃即是。詳見新南威爾斯不動產法第

42 條第 1 項、維多利亞 1958 年土地移轉法第 42 條第 2 項、昆士蘭 1994 年土地產權法第 185 條

第 1 項、南澳大利亞 1886 年不動產法第 69 條、西澳大利亞 1893 年土地移轉法第 68 條、塔斯馬

尼亞 1980 年土地產權法第 40 條第 3 項。 
77 關於衡平法制度的形成，大約是以 1474 年衡平法院之成立為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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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討論如下： 

（一） 救濟範圍 

若是普通法的權利受到侵害，權利人即能夠依照法律的規定向法院提出

訴訟而彌補其所受損害，即使其受到的侵害相當輕微或給予救濟將會導致不

合理的結果等皆在所不論。但是一個衡平法的權利受到侵害時，就不一定能

獲得滿足的救濟，甚至有時就無法救濟了。例如：當受損害程度非常輕微，

或給予救濟顯得相當不便或不合理時，即有可能無法救濟。除此之外，所欲

救濟之權利若受到衡平法原則的阻止時78，也將無法受到救濟。原在英美法

制度中，普通法權利與衡平法權利受到侵害時，應分別向普通法院及衡平法

院提出訴訟以滿足其權利。但英國的兩法院在 1875 年以後便合併審理所有

訴訟案件，在澳大利亞聯邦中的法院也不例外79。 

（二） 救濟方式 

普通法權利受到侵害時的救濟，通常以損害賠償為主，或是返還、恢復

等方式；而衡平法所受到侵害時的救濟，則是以要求履行、或以強制令或禁

止令（injunction）為主，較少的情況下會有恢復或損害賠償的判決出現。 

（三） 權利效力 

若在同一物上發生不同人之間的財產權競合時，普通法財產權將優先於

衡平法財產權80；而若競合之財產權皆為衡平法財產權時，則設定在先的衡

平法財產權優先81。 

                                                 
78 例如著名的衡平法格言：欲求助衡平法救濟者必須有清白之軀(He who comes to equity must 
come with clean hands) 
79 關於普通法與衡平法之內容及比較，詳見高富平、吳一鳴，前揭書（註 25），第 76~95 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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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頁及第 248~261
頁。 
80 為衡平法之權利優先效力的判斷準則，Where the equities are equal the law prevails. 
81 亦為衡平法之權利優先效力的判斷準則，When the equities are equal, the first in time shall 
prev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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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由於托崙斯登記制度是近一百多年來才創立的制度，相較於歷史悠久的英美

法制度自然有許多需要調整的地方，以使得舊制度中的許多法律制度、或習慣法

上的見解等，能夠慢慢融入到新的托崙斯登記制度中，以符合現實社會之需求。

這些調整也是經過了無數次重大或微小之修正，才能達到今天托崙斯登記制度的

樣子。因此雖然至今托崙斯登記制度仍在演化中，但是至此已經可以宣稱，托崙

斯登記制度的發展差不多已達到完備的狀態了。無論如何，托崙斯登記制度中登

記效力與權利之間的關係，可以簡單區分為下列幾項： 

一、 以不可推翻效力保障權利內涵 

不可推翻效力的最初目的，便是在於使得土地權利轉讓中的受讓人，免去

追尋權利來源是否穩固，以及免於受到未登記權利的限制，因此有將權利狀態

安穩下來的效果。在不可推翻效力對於權利內容之保障下，也使得登記簿成為

判斷土地之權利狀態的主要依據。此舉乃大大的簡化了土地交易中繁瑣的步驟

及大量的成本，也改正了過去在舊制度中許多交易中的欺詐現象，更使得土地

權利狀態更為透明而容易了解。 

二、 以不可推翻效力保障權利受讓人 

以保障權利內容為目的的不可推翻效力，在發展之下也保障了土地權利的

受讓人，使得交易安全因此更為前進了一步。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在權利移

轉中的善意受讓人，將都能夠真實的取得其所信任之權利內容。但是基於法令

規定或基於法理，有時登記權利人的權利並不值得保護，或是未登記或真實權

利人的權利有更值得保護之處，因此不可推翻效力不可無限上綱，乃有了許多

例外的規定。 

三、 以損害賠償制度彌補不可推翻效力 

政府既以不可推翻之效力保障受讓人的權利，則有時將使得真實權利人或

其他信任登記關係之人受到權利或金錢上的損失或損害。損害賠償制度乃因而

設置，其是給與土地產權或利益的經濟保障，使得因土地登記而受到任何損失

或損害之人，皆能夠獲得金錢賠償上的滿足而不致於求助無門。此亦為國家對

於人民財產權保障之表現。蓋若以不可推翻效力為財產權之存續保障，則損害

賠償制度即可視為財產權之價值保障。因此若民眾之財產權無法得到存續保障

時，則以損害賠償制度來彌補其價值保障。關於托崙斯保證基金的設置，乃是

托崙斯登記制度中的一大特色，更是獨步於其他登記制度中的創舉。 



第三章 托崙斯登記制度的登記效力 

四、 強制登記與普通法效力 

不動產法中即明文規定，透過登記才能使權利移轉生效，因此托崙斯登記

制度乃為強制登記之制度。然而雖托崙斯登記制度採登記生效主義，其在實務

運作上還是得考量到未登記的一些情況。例如占有權、時效地役權、及短期持

有權等，即屬未登記但卻能取得之權利。雖然此些例外與托崙斯登記制度中的

「登記生效」原則似乎有所出入，然此些制度之例外，乃皆為數十年之演化過

程中，為實現社會之公平正義並保障人民之財產權，因而創設於托崙斯登記制

度之中。 

五、 以優先效力革新舊制度之缺失 

優先效力主要是在於確認權利間的優先行使關係。大致上可謂優先效力乃

是以登記的先後順序，以確認各個登記權利間的優先行使關係之效力。此外若

非依法令之規定，則已登記之權利優先性大於未登記權利之優先性。在此規範

下，舊制度中的各種普通法或衡平法權利間的混亂，也將隨之迎刃而解。因此

優先效力也簡化了土地上的權利關係，使得土地權利可獲得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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