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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家庭農場是落後且不具生產力，

然亦有研究顯示，如果不從單一作物

產量衡量，而是從總產出以觀，小農

場將遠超過大型農場的績效；況且，

小農場在因應氣候變遷、維持糧食安

全、免除基因改造恐懼等能量，往往

勝於大農場。因此，對於小農推展自

然農業、善用農地的價值應該加以重

視！然而，農業的永續發展還需要致

力於結構性轉化，除了農業技術創新

外，還需要建構農民與農民，以及農

民和消費者的網絡。值此農業轉型之

際，如何朝向環境親善的農業經營方

式，政府責無旁貸，比起花上億經費

改造農村，鼓勵農村朝向永續式的農

業經營既實在又可靠。畢竟欠缺農

民、農業和農地的農村，恐將淪為只

是滿足都市人休閒渡假的去處而已，

為政者豈能不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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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簷、雨遮得否稱為附屬建物？ 

陳立夫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 

臺灣土地登記行政實務上，依內

政部訂頒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法令補充規定」規定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時，建築物之屋簷、雨遮等，

得以「附屬建物」登記之。結果，長

久以來於不動產交易上產生所謂「灌

虛坪」之情事。但問題是，何謂附屬

建物？究竟屋簷、雨遮是否得稱為附

屬建物？ 

關於附屬建物之意涵，現行法令

並無定義規定。學說上，論者有謂：

「……惟參照民法第七百九十九條與

六十八條規定，其本身乃一獨立之建

物始足當之，如：猪舍、禽舍、倉庫1。」

或謂：「附屬建物係附屬於主建物，非

主建物之成分，常助主建物之效用而

同屬於一人者。譬如主建物旁另行搭

建之浴室、廁所、猪寮、牛舍等均是2。」

                                                 
1 林旺根「土地登記條例專案研究報告」（內

政部委託研究計畫、81 年 11 月）32 頁。 
2 郭松濤「談拍賣抵押物強制執行事件對增建

擴建建物之執行」法令月刊 47 卷 9 期（85

年 9 月）1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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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有認為：「所謂建築物之附屬物

者，是指從屬於獨立之建築物，已具

有構造上之獨立性，但在使用上，與

建築物作一體利用，而欠缺使用上獨

立性，為不具獨立性之建築而言3。」

者。析言之，前者認為附屬建物，非

主建物之成分，而為從物；若此，附

屬建物至少亦有構造上之獨立性。至

於後者，則認為附屬建物於構造上具

獨立性，僅使用上欠缺獨立性而與主

建物為一體利用，其與獨立建築物（主

建物）間有主從關係。 

另司法實務上，歷來亦有不少涉

及附屬建物意涵之裁判。綜其內容，

可歸納其對於附屬建物概念詮釋，呈

現不同時序階段之變化。申言之，早

年有認為附屬建物為從物，處於主建

物之從屬地位，常助主建物之經濟的

效用，在一般交易觀念上，主建物與

附屬建物有繼續性之主從關係（最高

法院 71 台上 1517 判決）。而後，雖亦

有認為附屬建物，為不具獨立性之

物，僅為原建物之一部分（成分）者

（最高法院 75 台上 2027 判決）；建築

物具獨立性者，即非從物或附屬建物

（最高法院 81 台上 1217 判決）。然

而，近年來見解，已呈現轉傾向於認

為：附屬建物係指已具構造上獨立

性，但不具使用上獨立性，而常助原

有建築物之效用者（最高法院 84 台上

714、84 台上 1078、88 台上 485、92

台上 998 判決，93 台抗 158、94 台抗

                                                 
3 謝在全「建築物附屬物之研究—最高法院八

十四年度台上字第一四一一號民事判決評

釋」法令月刊 49 卷 8 期（87 年 8 月）32 頁。 

656 裁定）。 

綜上，依目前國內學說及實務上

通說見解，得稱為附屬建物者，至少

須在構造上具有獨立性。若是如此，

關於屋簷、雨遮，事實上僅為建築物

屋頂、外牆之延伸，乃屋頂、外牆之

一部分，不能謂其具構造上獨立性，

是以其僅為建築物之一部（成分）4。 

再者，學說上認為得登記（即具

登記能力）之建築物，應具備如下之

要件：一、定著性，即定著於土地；

二、構築性，即使用材料之人工建築；

三、外部空間隔離性，即具有屋頂及

外牆（四周牆壁）與外部隔離；四、

用途性，即形成可供為一定用途之生

活空間，或可供人出入而可達經濟使

用之目的，而成為人、物滯留可能之

生活空間或場所。準此，屋簷、雨遮

既僅為建築物屋頂、外牆之延伸（一

部、成分），其本身並不符合外部空間

隔離性，亦不具人貨滯留性之建物要

件，自不能稱為建築物，亦不能稱為

附屬建物5。尤其，以區分所有建築物

                                                 
4 又，從比較法觀點言之，日本學說及實務

上，均認為雨遮、外牆、屋頂（屋簷當然為

屋頂之一部）等，本質上均屬建物之構成部

分。 
5 附帶說明者，日本不動產登記法所稱附屬

建物，指效用上具一體利用狀態之複數建築

物，例如：與主要建築物（正屋）分離之車

庫、置物庫、廁所、浴室等建築物，於不違

反所有人之意思下，在法律上（登記程序上）

將其與主要建物整體地當作「一個建築物」

看待；於此場合，將主要建物當作「主建

物」，車庫、置物庫、廁所等當作「附屬建

物」，而登載於同一建物登記用紙。又例

如：同一工場內有數棟建築物，以其中一棟

（事務所）作為主要建築物，其他之建築物

（作業廠房、倉庫等）全部作為附屬建物，

而登記為一個建築物。亦即，附屬建物，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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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法理上，諸如屋頂（屋簷）乃

為法定共用部分，屬專有部分以外之

建物部分，則又如何能將其作為附屬

建物，而登記為專有部分之範圍？ 

質言之，現行登記實務上，將屋

簷、雨遮等構造上、性質上本屬於主

建物屋頂、外牆之一部（構造上與主

建物不能分離，而為其成分），卻謂為

得以附屬建物辦理登記，不僅與前述

學說、司法實務之見解不符，且亦與

民法上所定「物」之概念不符。職是

之故，如建築物登記面積係以其四周

牆壁（外牆）之外緣為界（地籍測量

實施規則 273 條 1 款）時，則屋簷、

雨遮等突出於外牆以外之部分，即不

應成為建築物登記之對象6。 

【本文摘錄改寫自陳立夫『土地

法研究（二）』（新學林出版公司、100

年）25-30 頁】 

                                                                   
是在物理上雖是獨立建築物，但在法律上

（登記程序上）失去其獨立性者，而其相對

於主建物，是具有從物關係。於此概念下，

附屬建物登記之要件基準為：（1）須相對於

主要建物，係屬從物關係，且於效用上，成

立一體利用之狀態。（2）主要建物與附屬建

物須為同一主體所有。（3）效用上附屬於主

建物而一體利用關係之程度上，應具有場所

接近之關係。（4）所有人有將其作為附屬建

物登記之意思。又其基本理念，乃因建物為

一個生活空間，於是物理上之複數建築物一

體利用形成一生活空間時，在社會通念上，

往往亦將其整體交易；而不動產登記，亦為

配合不動產交易而建構之制度，故亦應尊重

實態，將整體（全部）建築物當作一個單位

數處理。 
6 按不動產登記理論上，建築物登記範圍及

面積雖為建築物特定要素之一，但其作用僅

是表示建築物大小，而與建築物所有權之所

及範圍有別。是以，一建築物中未測繪登記

建築物範圍（面積）之部分，並非表示其即

為所有權所不能及。 

略論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 

爭議問題及解決 

林旺根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聯會榮譽理

事長、德霖學院兼任專技助理教授） 

壹、 問題之提出 

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因結構不嚴

謹，加以學者、司法與行政實務見解

交互影響；尤其，自法務部參引行政

判決而改變見解，更致實務適用上衍

生許多問題。 

亦即，法務部參最高行政法院 91

年判字第 214 號判決及學者 1 見解而

謂：「土地法第 34 條之 1……前 4 項規

定之適用對象為『分別共有』之情形，

另於第 5 項對『公同共有』設有準用

規定，而本部 95 年 8 月 4 日法律字第

0950700558 號函既表示同意處分共有

物之人數及應有部分如已符合前開土

地法規定，即得處分共有物，縱事後

原同意處分之共有人之一承買共有

物，而生權利混同之效果，亦不影響

原同意處分人數及應有部分之計算，

且實務上亦採肯定見解（最高行政法

院 91 年度判字第 214 號判決參照），

上開本部函釋雖係就公同共有所為之

釋示……，其於『分別共有』亦應為

相同之處理 2。」 

                                                 
1 陳立夫「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若干問題之

探討」同氏『土地法研究』（新學林出版公司、

96 年）114 頁。 
2法務部97年3月26日法律決字第0970003026

號函、內政部 97 年 6 月 12 日內授中辦地字

第 0970046311 號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