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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轉內政部釋示社會住宅得否適用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84

條、土地徵收條例第44條之國民住宅用地讓售規定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103.9.24北市地開字第10332946500號 

說明： 
一、依本府都市發展局103年9月18日北市都企字第10313401400號函辦理，並隨文檢送

該函及其附件影本1份。 

二、副本抄送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1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3.9.18北市都企字第10313401400號 
主旨：函轉內政部釋示關於社會住宅得否適用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84條、土地徵收

條例第44條之國民住宅用地讓售規定乙案，請 查照。 

說明： 
一、依奉交下內政部103年9月1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037410號函辦理。 

二、檢附原函影本1份。 

附件2 
內政部函  臺中市政府 

103.9.12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037410號 
主旨：關於社會住宅得否適用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84條、土地徵收條例第44條之國

民住宅用地讓售規定1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秘書長103年9月1日院臺建字第1030050684號函及國家發展委員會103

年8月25日發國字第1031201872號函（如附影本）辦理並復貴府103年4月1日府授

都住字第1030056441號函。 

二、查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84條第2項及土地徵收條例第44條第1項第4款，已明定

重劃區抵費地除供作「國民住宅用地」或「公共事業用地」；區段徵收後可建築

土地除供作「國民住宅用地」或「安置原住戶」之外，均須經行政院專案核准始

得讓售。鑑於前開條文文義已相當明確，不宜再透過其他解釋方式援引比照國民

住宅用地方式辦理，而排除於須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範圍之外。是以本案貴府擬

以市地重劃抵費地及區段徵收後可建築土地供讓售興辦社會住宅使用，倘經認定

具有社會公益性質之政策目的，仍應依規定專案報請行政院核准後始得辦理。 

有關內政部103年2月27日台內地字第1030099079號令修正發布

之「土地登記規則」第24條之1、第132條、第155條之3條文，並

定自103年9月15日施行一案，業經該部註銷原發布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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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所隊 
103.9.2北市地籍字第103131560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3年8月28日台內地字第10313001362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影本1

份。 

二、副本抄送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社團法人臺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台北市

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臺北市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本府法務局（請函送

本府秘書處刊登市府公報）及本局各科室（請本局秘書室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 
內政部函  立法院等 

103.8.28台內地字第10313001362號 
主旨：有關本部103年2月27日台內地字第1030099079號令修正發布之「土地登記規則」

第24條之1、第132條、第155條之3條文，並定自103年9月15日施行1案，已註銷原

發布案，請 查照。 

說明： 
一、按旨揭規定修正發布後，有不動產界人士及專家反映，第二類土地登記及地價資

料謄本若無公開完整住址，既成道路開發整併、畸零地合併使用或水權通行等使

用問題，恐難解決，影響土地利用，並建議改採隱匿部分姓名及統一編號並揭示

完整住址之方式處理。基於不動產公示方式涉及交易安全及個人資料之保障，為

期周延，本部仍需再進一步審慎研議，以及後續相關系統須配合調整修正，故先

行註銷旨揭修正發布案。 

二、相關文號：本部103年2月27日台內地字第10300990791號書函、103年2月27日台內

地字第10300990792號、103年2月27日台內地字第10300990793號、103年2月27日

台內地字第10300990794號函併予註銷。 

內政部認可中華房地產教育訓練協會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

練」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103.9.2北市地權字第10332818800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3年8月2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037051號函副本辦理，隨文檢送該函

影本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 

主旨：貴會申請認可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1案，經核與「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

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規定相符，同意依所送計畫書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會103年8月6日申請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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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認可貴會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期限，自部函發文日起3年。 

三、本案聘請師資人員及講授課程，請確實依「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

辦法」第3條第3項規定辦理。 

四、貴會辦理專業訓練時，應於每期開課2週前至『不動產專業人員訓練服務平台(網)』

（網址：http://etrain.land.moi.gov.tw）申辦網路備查作業，開課前應完成

參訓學員名冊建檔作業，並於課程結束後1週內上傳學員訓練課程與時數，以利

查詢。 

五、貴會擇定之教學場地應符合建築管理相關法令規定，並隨時注意消防安全設備之

設置及維護，以確保學員安全。 

六、檢送認可費新臺幣1,000元收據乙紙。 

內政部認可苗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辦理「不動產經

紀人專業訓練」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103.9.15北市地權字第10313319000號 

說明： 
一、依奉交下內政部103年9月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037527號函副本辦理，隨文檢送

該函影本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

報）。 

附件 

主旨：貴會重新申請認可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1案，經核與「不動產經紀人專

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規定相符，同意依所送計畫書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會103年9月1日103苗縣房仲騰字第458號函辦理。 

 二、本次認可貴會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期限，自部函發文日起3年。 

 三、本案聘請師資人員及講授課程，請確實依「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

辦法」第3條第3項規定辦理。 

 四、貴會辦理專業訓練時，應於每期開課2週前至『不動產專業人員訓練服務平台(網)』

（網址：http://etrain.land.moi.gov.tw）申辦網路備查作業，開課前應完成參

訓學員名冊建檔作業，並於課程結束後1週內上傳學員訓練課程與時數，以利查詢。 

 五、貴會擇定之教學場地應符合建築管理相關法令規定，並隨時注意消防安全設備之

設置及維護，以確保學員安全。 

  六、檢送認可費新臺幣1,000元收據乙紙。 

內政部函為修正「夫妻聯合財產更名登記審查要點」第1點、第3

點、「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3點及「繼承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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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法令補充規定」第83點規定，並停止適用該部86年11月25日台

（86）內地字第8683600號函釋，自即日生效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3.9.12北市地籍字第103133257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3年9月1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6518404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

附件影本各1份。 

二、副本抄送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社團法人臺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台北市

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臺北市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本府法務局（請函送

本府秘書處刊登市府公報）及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以上均含附

件）。 

附件1 
內政部函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等 

103.9.10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6518404號 
主旨：本部八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台(八六)內地字第八六八三六００號函釋，自即日

停止適用，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旨揭函釋內容，因與本部一百零三年九月十日內授中辦地字第一０三六六五一八

四０三號令修正發布之「夫妻聯合財產更名登記審查要點」第一點、第三點、「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三點及「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八十

三點規定未合，故自即日停止適用；上開規定修正內容，並請至本部地政司全球

資訊網/下載專區/公文附件下載參閱(http://www.land.moi.gov.tw/chhtml 

/index.asp) 。 

附件2 
內政部令 

103.9.10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6518403號 
修正「夫妻聯合財產更名登記審查要點」第一點、第三點、「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

令補充規定」第三點及「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八十三點規定，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夫妻聯合財產更名登記審查要點」第一點、第三點、「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法令補充規定」第三點及「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八十三點規定 

夫妻聯合財產更名登記審查要點第一點、第三點修正規定 
一、夫妻聯合財產中，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以妻名義登記之不動產，於民國八十

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以前，夫或妻一方死亡或夫妻均死亡，而仍以妻之名義登記者，

除妻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外，得提出第三點規定之文件，申請更名登記為夫所有。 

三、申請夫妻聯合財產之更名登記，應提出下列文件之一： 

（一）夫或妻一方死亡，其死亡登記之戶籍謄本，及生存一方與他方之全體繼承人

同意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 

（二）夫妻均死亡，其死亡登記之戶籍謄本，及雙方之全體繼承人同意認定為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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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文件。 

（三）經法院確定判決或其他足資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死亡登記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檢附同意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時，當事人除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一條第二

款、第五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情形外，應親自到場，並依同規則第四十條

規定程序辦理。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三點修正規定 
三、夫妻聯合財產中，民國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以妻名義為建物起造人而取得使用執

照之未登記建物，於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以前，夫或妻一方死亡或夫妻均死

亡者，除為妻之原有或特有財產外，申請人應提出下列文件之一證明為夫所有，始

得以夫或夫之繼承人之名義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一）夫或妻一方死亡，其死亡登記之戶籍謄本，及生存一方與他方之全體繼承人同意

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 

（二）夫妻均死亡，其死亡登記之戶籍謄本，及雙方之全體繼承人同意認定為夫所有之

文件。 

（三）經法院確定判決或其他足資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死亡登記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提出；

檢附同意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時，當事人除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一條第二

款、第五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情形外，應親自到場，並依同規則第四十條

規定程序辦理。 

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八十三點修正規定 

八十三、(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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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聯合財產更名登記審查要點第一點、第三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夫妻聯合財產中，民國七十四

年六月四日以前以妻名義登記

之不動產，於民國八十六年九

月二十六日以前，夫或妻一方

死亡或夫妻均死亡，而仍以妻

之名義登記者，除妻之原有財

產或特有財產外，得提出第三

點規定之文件，申請更名登記

為夫所有。 

一、夫妻聯合財產中，民國七十四

年六月四日以前以妻名義登記

之不動產，於民國八十六年九

月二十六日以前，夫或妻一方

死亡或夫妻均死亡者，除妻之

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外，仍推

定為夫所有，得申辦更名登記

為夫所有。 

一、夫妻聯合財產中，民國

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

前以妻名義登記之不

動產，除有民法親屬編

施行法第六條之一列

舉婚姻關係尚存續中

且該不動產仍以妻之

名義登記，或夫妻已離

婚而該不動產仍以妻

之名義登記情形之一

者，得由夫妻在該施行

法條修正生效後一年

緩衝期間內重新認定

其財產之歸屬外，應一

體適用七十四年民法

親屬編修正後之第一

千零十七條規定，故夫

妻聯合財產中，原以妻

名義登記之不動產，除

經法院判決確認為夫

所有，並得據以為更名

登記外，自民國八十六

年九月二十七日以

後，登記機關原則上不

再受理申請夫妻聯合

財產更名登記。 

二、惟參照法務部一百零三

年六月二十日法律字

第一０三０三五０三

七七０號函釋，於上開

民法親屬編施行法規

定一年緩衝期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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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夫妻一方死亡或夫

妻均死亡，而仍以妻名

義登記之不動產，因夫

妻未及於上開緩衝期

內重新認定其歸屬而

有所不明，應由登記機

關依職權審認其所有

權歸屬，故為應實務作

業需求，申請人如得提

出相關證明文件以供

審認確屬為夫所有，登

記機關應得例外受理

其申請更名登記，爰修

正本點規定，以資明

確。 

三、申請夫妻聯合財產之更名登

記，應提出下列文件之一： 

(一)夫或妻一方死亡，其死亡

登記之戶籍謄本，及生存

一方與他方之全體繼承人

同意認定為夫所有之文

件。 

(二)夫妻均死亡，其死亡登記

之戶籍謄本，及雙方之全

體繼承人同意認定為夫所

有之文件。 

(三)經法院確定判決或其他足

資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死亡登記

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理達

成查詢者，得免提出；檢附同

意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時，當

事人除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四

十一條第二款、第五款至第八

三、辦理夫妻聯合財產之更名登記

應檢附下列文件之一： 

(一)妻之同意書。 

(二)離婚登記之戶籍資料及協

議書或法院判決書等證明

文件足資認定該不動產為

夫所有者。 

(三)妻已死亡者，其死亡登記

之戶籍謄本及夫填具之切

結書。死亡登記之戶籍謄

本，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

詢者，得免提出。 

檢附前項第一款文件時，妻除

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一條

第二款、第五款至第八款及第

十款規定之情形外，應親自到

場，並依同規則第四十條規定

程序辦理。 

一、現行規定第一項各款規

定之文件，原均係針對

夫妻聯合財產中，以妻

名義登記之不動產，得

適用民國七十四年民

法親屬編修正前之第

一千零十七規定，推定

為夫所有之情形，所規

定申請更名登記為夫

所有時應提出之文

件，因除有夫妻一方死

亡或夫妻均死亡，而未

及重新認定財產歸屬

之情形外，自民國八十

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以

後，申請人已無得再以

上開文件申請夫妻聯

合財產更名登記，爰予

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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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情形外，應

親自到場，並依同規則第四十

條規定程序辦理。  

二、又參照民法親屬編施行

法第六條之一關於在

該法條施行一年緩衝

期間內，得由夫妻共同

重新認定其原以妻名

義登記之不動產歸屬

之規定意旨，對於第一

點有關夫妻一方死亡

或夫妻均死亡之情

形，除經法院判決確定

為夫所有外，自亦應由

生存一方與他方之全

體繼承人，或雙方之全

體繼承人共同認定其

財產之歸屬，爰修正第

一項各款規定之文件。 

三、另第一項第三款所稱

「其他足資認定為夫

所有之文件」，例如夫

妻已離婚，且於上開民

法親屬編施行法規定

一年緩衝期間內，夫或

妻一方死亡或夫妻均

死方之情形，應檢附離

婚登記之戶籍資料及

依其情形同項第一款

或第二款之文件，併予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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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三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夫妻聯合財產中，民國七

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以妻

名義為建物起造人而取得

使用執照之未登記建物，

於民國八十六年九月二十

六日以前，夫或妻一方死

亡或夫妻均死亡者，除為

妻之原有或特有財產外，

申請人應提出下列文件之

一證明為夫所有，始得以

夫或夫之繼承人之名義申

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 

(一)夫或妻一方死亡，其

死亡登記之戶籍謄

本，及生存一方與他

方之全體繼承人同意

認定為夫所有之文

件。 

(二)夫妻均死亡，其死亡

登記之戶籍謄本，及

雙方之全體繼承人同

意認定為夫所有之文

件。 

(三)經法院確定判決或其

他足資認定為夫所有

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死亡

登記之戶籍謄本，能以電

腦處理達成查詢者，得免

提出；檢附同意認定為夫

所有之文件時，當事人除

三、夫妻聯合財產中，民國七

十四年六月四日以前以

妻名義為建物起造人而

取得使用執照之未登記

建物，於中華民國八十六

年九月二十七日前，夫或

妻一方死亡或夫妻均死

亡者，仍推定為夫所有，

除為妻之原有或特有財

產外，夫得以自己名義或

由夫之繼承人申辦建物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參照法務部一百零三

年六月二十日法律字

第一０三０三五０三

七七０號函釋，夫妻聯

合財產中，民國七十四

年六月四日以前以妻

名義為起造人而取得

使用執照之未登記建

物，於民國八十六年九

月二十六日以前，夫或

妻一方死亡或夫妻均

死亡者，該財產究應歸

屬為妻或夫所有不

明，為免生爭議，爰修

正本點，規定申請人仍

應提出足資證明為夫

所有之證明文件，始得

以夫或夫之繼承人之

名義申請該建物之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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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

一條第二款、第五款至第

八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情形

外，應親自到場，並依同

規則第四十條規定程序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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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八十三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八十三、(刪除) 八十三、夫妻聯合財產中，民國

七十四年六月四日以

前以妻名義登記之不

動產，於民國八十六年

九月二十七日以前，夫

或妻一方死亡或夫妻

均死亡者，仍推定為夫

所有，除妻之原有財產

或特有財產外，得申辦

更名登記為夫所有或

繼承登記。如妻死亡

者，得由夫提出更名登

記之申請；如夫死亡

者，得由夫之繼承人於

申辦繼承登記時先申

辦更名為夫名義後連

件辦理繼承登記；夫妻

均死亡者，與夫死亡者

同。 

一、 本點刪除。 

二、參照法務部一百零三

年六月二十日法律

字第一０三０三五

０三七七０號函

釋，夫妻聯合財產

中，民國七十四年六

月四日以前以妻名

義登記之不動產，於

民國八十六年九月

二十六日以前，夫或

妻一方死亡或夫妻

均死亡者，該財產之

歸屬逕推定夫所

有，易生爭議。而內

政部訂頒之夫妻聯

合財產更名登記審

查要點第一點及第

三點已配合修正應

由申請人提出相關

文件證明為夫所有

後，始得申請更名為

夫所有；又該要點第

八點已規定夫之繼

承人就以妻名義登

記之夫妻聯合財產

申請繼承登記，應先

申辦更名登記為夫

名義後始得辦理繼

承登記，爰本點無再

重複規定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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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釋桃園縣政府函為涂○○君申辦該縣平鎮市賦北段679

及681地號都市計畫農業區不同地目土地界址調整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3.9.25北市地籍字第103134989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3年9月19日台內地字第1031300206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其附

件影本各1份。 

二、副本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1 
內政部函  桃園縣政府 

103.9.19台內地字第1031300206號 
主旨：貴府函為涂○○君申辦貴縣平鎮市賦北段679及681地號都市計畫農業區不同地目

土地界址調整1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營建署103年7月10日營授辦城字第1030042213號函辦理，並復貴府103

年5月29日府地測字第1030123025號函，檢附營建署函影本1份。 

二、按「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土地複丈（以下簡稱複丈）：……二、因界址

曲折需調整。……」、「土地界址調整應以同一地段、地界相連、使用性質相同之

土地為限。如為實施建築管理地區，並應符合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之規定。」

於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04條、第225條第1項已有明文，關於辦理土地界址調整，

係依上開規定就相鄰土地間，其界址分布符合曲折之情形時，方得適用。本案既

經 貴府上開函說明四，審認旨揭地號界址調整後反造成土地地勢狹長而不利使用

情事，縱符合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5條要件，然難謂因界址曲折需調整，而以界

址調整複丈方式取代分割、交換、合併之連續性複丈作業，達土地權利範圍變動

之實。本件涉及具體事實認定，請 貴府本於權責，依前開規定，自行核處。 

三、次查本部營建署前開函說明二略以：「按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係以土

地使用分區別予以劃分，而非以地目等則做為管制依據，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

之使用除都市計畫書另有規定外，應依都市計畫法各直轄市及臺灣省施行細則及

自治條例規定辦理。惟另為保障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編定供居住使用之建築用地及

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土地所有權人之權益，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

則第30條明定略以：『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

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及使

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故旨揭界址如確有調整之必要，其調整後之農

業區土地使用管制及後續執行，仍應依上開土地使用相關規定辦理。」是以有關

都市計畫農業區內，同一地段、地界相連、使用性質相同之不同地目毗鄰土地辦

理界址調整複丈，核與調整前後都市計畫之土地使用管制及相關執行係屬二事，

併予敘明。 

四、又參依本部93年3月3日台內地字第0930063090號函意旨，前開不同地目土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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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不予銓定地目，而將其地目欄以空白方式處理。如涉都市計畫法各直轄市及

臺灣省施行細則及自治條例等有關地目規定者，其為建築使用及管理時，得向土

地所在地登記機關申請該土地標示之舊登記簿及相關複丈資料，以為執行依據。 

附件2 
內政部營建署函  內政部 

103.7.10營授辦城字第1030042213號 
主旨：有關都市計畫農業區內，地目不同之2宗以上毗鄰土地得否辦理界址調整複丈疑義

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奉 鈞部103年6月26日台內地字第10301976682號函辦理。 

二、按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係以土地使用分區別予以劃分，而非以地目

等則做為管制依據，農業區之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除都市計畫書另有規定外，應

依都市計畫法各直轄市及臺灣省施行細則及自治條例規定辦理。惟另為保障都市

計畫發布前已編定供居住使用之建築用地及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土地

所有權人之權益，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30條明定略以：「農業區土地在

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

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及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故旨揭界址如確有調整之必要，其調整後之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及後續執行，仍

應依上開土地使用相關規定辦理。 

三、至本案地目不同之2宗以上毗鄰土地得否辦理界址調整複丈乙節，係屬鈞部地政司

權責，請該司本諸權責逕予核處。 

內政部94年6月2日台內地字第0940008209號函釋，自即日停止適

用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等 
103.9.1北市地價字第103131054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3年8月25日台內地字第1030233611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影本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法務局（請函送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地用科、土地開發科、秘

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103.8.25台內地字第1030233611號 
主旨：本部九十四年六月二日台內地字第○九四○○○八二○九號函釋，自即日停止適

用，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河川區公告土地現值及公告地價、土地徵收補償市價之查估評定作業，各依現行

「地價調查估計規則」、「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規定辦理，旨揭號函已

無適用之必要，爰予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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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所隊電腦軟硬體使用管理要點」及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所隊電腦機房管理要點」，自即日起

停止適用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所隊 
103.9.22北市地資字第10332941900號 

說明： 
一、為簡化法令規章，本局本年度重新制定資訊安全管理系統(ISMS)相關文件，業將

旨揭要點相關管理措施納入，並於103年9月公告實施，相關文件放置於本局地政

資料分享平台供同仁自行下載。 

二、副本抄送臺北市議會、臺北市政府法務局、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秘書室（請刊登地

政法令月報）、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政風室及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資訊室。 

函轉內政部修正發布「不動產開發業識別標誌使用作業規定」第

3點規定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所隊 
103.9.23北市地開字第10332944800號 

說明： 
一、依本府103年9月18日府授都建字第10302395200號辦理，並檢送該函及其附件影本

1份。 

二、副本抄送本局秘書室（請刊登法令月報）、地籍及測量科、地價科、地權及不動

產交易科。 

附件1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等 

103.9.18府授都建字第10302395200號 
主旨：函轉內政部修正發布「不動產開發業識別標誌使用作業規定」第3點規定，請 查

照。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3年9月5日台內營字第10308095111號書函副本辦理。 

二、隨文檢送發布令及修正規定1份。 

附件2 
內政部令 

103.9.5台內營字第1030809511號 
修正「不動產開發業識別標誌使用作業規定」第三點規定，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不動產開發業識別標誌使用作業規定」第三點規定 

不動產開發業識別標誌使用作業規定第三點修正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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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動產開發業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頒發不動產開發業識別標誌（以下

簡稱識別標誌）： 

  （一）加入當地不動產開發業商業同業公會會員，所在地未設公會者，應加     

入鄰近直轄市或縣（市）公會。 

  （二）資本額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 

  （三）最近五年內投資興建完成住宅、商業大樓、工業廠房金額或營業額達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或投資興建樓地板完工面積達三萬平方公尺以上並

領有使用執照。 

  （四）公司、行號及其負責人最近五年內無退票及欠稅紀錄。 

  （五）公司、行號最近五年內無房地產交易糾紛案件經法院判決敗訴確定。 

  （六）公司、行號最近五年內無因房地產交易糾紛致違反公平交易法、消費

者保護法及其相關法規，經行政處分確定。 

前項識別標誌圖式，由本部定之。 

內政部函釋關於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審閱權條款得否以定型

化條款供消費者選擇行使疑義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103.9.2北市地權字第103130974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3年8月2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004164號函辦理，隨文檢送該函

影本1份。 

二、副本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 
內政部函  桃園縣政府 

103.8.25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004164號 
主旨：關於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審閱權條款得否以定型化條款供消費者選擇行使疑義1

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103年7月2日院臺消保字第1030038826、及同年8月11日

同字第1030047018號函辦理，兼復貴府103年6月24日府地價字第1030148182號函。 

二、按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組改後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99年7月15日消保法字

第0990006937號函釋意旨，企業經營者以定型化契約條款使消費者拋棄定型化契

約之審閱權，判決實務傾向於認定此種定型化拋棄權利條款對消費者顯失公平，

不生效力；惟消費者倘於簽訂契約「前」確已瞭解契約內容，而自願提前簽訂契

約者，判決實務有承認此種情形係屬消費者對自身權利之拋棄，尚非法所不許。

又按審閱期間制度之立法意旨在於使消費者充分了解契約內容，避免消費者於匆

忙或急迫間，未仔細閱讀契約條款，而不及了解其依契約所得主張之權利及應負

之義務，致訂立顯失公平之契約而受有損害，其規範重點應在於保障消費者確有

充分審閱定型化契約條款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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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台灣房屋提供之不動產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之契約審閱期，以定型化契約條

款約定「依據內政部公告：本契約書審閱期間至少為3日。違反前項規定者，該條

款不構成契約內容。但消費者得主張該條款仍構成契約內容。委託人於簽立本契

約時：□業已行使契約審閱期權利，並充分瞭解契約內容。□業已當場充分瞭解

契約內容，無需另行攜回審閱。貴客簽署：」依上開說明第2種選項已使消費者無

從行使審閱權，自為法所不許。至於第1種選項消費者攜回審閱日期未明，有違本

部公告之不動產委託銷售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第1點（契約審閱期間）規定。是

以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審閱權條款不得以上開方式供消費者選擇行使。 

內政部函為有關戶政司建議需用戶口名簿之機關提供一次告知

單或補正通知單，避免民眾申請不符需用機關要求之戶口名簿一

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所隊 
103.9.17北市地籍字第10332919200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3年9月1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038793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其附

件影本各1份。 
二、副本抄送本局各業務科室及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等 

103.9.12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038793號 
主旨：有關本部戶政司建議需用戶口名簿之機關提供一次告知單或補正通知單，避免民

眾申請不符需用機關要求之戶口名簿1案，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依據本部103年9月5日台內戶字第10312003702號函辦理，並檢附該函及其附件影

本1份。 

二、為落實免附戶籍謄本政策目標，本部曾以103年5月2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034402

號函請於新式戶口名簿實施後，原則上免再要求民眾提憑戶籍謄本申辦地政業

務；受理案件除無法自行透過戶役政資訊系統查詢外，不得要求提具戶籍資料，

以達簡政便民效益。惟倘案件仍有需民眾檢附戶口名簿時，請參考「需用戶口名

簿告知資訊一覽表」(如附件)，於有關補正通知文件明確告知所需提供之戶籍資

料範圍，以減少民眾奔波。 

附件2 
內政部函  外交部等 

103.9.5台內戶字第10312003702號 
主旨：有關建議需用戶口名簿之機關提供一次告知單或補正通知單，避免民眾申請不符

需用機關要求之戶口名簿一案，請查照。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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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本部103年8月7日研商簡化新式戶口名簿版本相關事宜會議決議：「請各需用

機關研訂提供民眾申辦案件應備文件之資訊，以減少民眾奔波。」辦理。 

二、為利民眾知悉申辦業務之應備文件及其資料種類，經擬具「需用戶口名簿告知資

訊一覽表」（如附件）供參，惠請考量列於貴管申請書表或一次告知單、補正通

知單等，以明確告知民眾需提供之戶籍資料範圍。如貴管已可透過戶役政資訊系

統連結查詢所需戶籍資料，請多加利用該系統查詢，勿要求民眾提憑戶籍資料。 

需用戶口名簿告知資訊一覽表 

應備文件 提供資料種類 

戶口名簿 

□現住人口省略記事 

□現住人口含詳細記事 

□現住人口含同一戶長非現住人口省略記事 

□現住人口含同一戶長非現住人口有詳細記事 

函轉內政部增訂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E2」（水利工程使用土

地相關資訊）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3.9.22北市地資字第103134755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3年9月18日台內地字第1030601875號函，隨文檢送上開函及其附

件各1份。 

二、副本抄送本局地籍及測量科、秘書室（請刊登法令月報）。 

附件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103.9.18台內地字第1030601875號 
主旨：增訂土地參考事項類別「水利工程使用土地相關資訊」之代碼「E2」(如附件)，

請查照並轉知所屬地政事務所。 

說明：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103年9月1日高市府地籍字第10332728300號函辦理。 

二、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因辦理各項水利工程，取得土地所有權人無償提供土地使用同

意書，為公示第三人知悉並避免土地所有權移轉產生糾紛，申請將相關資訊登錄

於土地參考資訊檔，惟因無適當之現有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可供登錄，案經高

雄市政府依「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第4點第2項第2款規定

向本部申請增訂土地參考事項類別及代碼，本部爰新增旨揭類別代碼。 

三、兼復高雄市政府上開函，請依本要點第4點第2項第2款規定將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

碼通知資料提供機關，並提醒資料提供機關注意後續土地參考資訊檔之登錄建置

及更新作業，應依本要點第2點、第5點、第6點及第8點規定辦理，並不得違反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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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另請轉知土地所在地政事務所，嗣後參考檔之主鍵值因分割、

合併發生異動或因重劃、區段徵收或地籍圖重測，致原有地號及相關土地位置發

生變動時，應注意依本要點第7點規定，即以公文或電子郵件檢具異動通知書通知

原資料提供機關查對後辦理更新或重新建立資料。 

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爾後如有受理申請登錄土地參考資訊檔案件者，於為土地

參考事項類別代碼之通知時，亦請依上開規定將相關應注意事項提醒或轉知有關

機關。 

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 

代碼 土地參考事項類別 意  義 

E2 水利工程使用土地相關資訊 與各級政府機關辦理水利工程使用土地

有關之資訊。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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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教育 

公務人員加班事項探討 

    加班是絕大多數公務人員都會面臨的情況，特別在政府組織再造員額精簡、各式各

樣的民意要求大量增加，以及人權與正當法律程序普受重視之後，加班幾乎成為政府機

關的常態。因此，加班不再只是公務人員偶爾出現的義務，而是經常性的壓力源，甚至

是揮之不去的夢魘。 

  何謂加班？現行法規並未明確界定，惟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23 條規定，公務

人員經指派於上班時間以外執行職務者，服務機關應給予加班費、補休假、獎勵或其他

相當之補償。此一條文前半段所指構成要件，一般均引為加班的定義。據此，公務人員

加班之要件有三，即：經長官指派、於上班時間以外、執行職務，缺一不可。復依《公

務員服務法》第 11 條規定，公務員有依法定時間辦公，不得遲到早退的義務。原則上

公務人員應於法定上班時間內執行職務，並完成其任務。惟因種種事由，如未能於法定

上班時間內達成目標或進度，即有加班之必要。 

  公務人員何以需要加班？一言以蔽之，即業務有所需要。析論之，不外人、事與環

境三方面的因素。在人的方面，可能是公務人員能力不足，無法在法定時間內完成工作

所致；也可能是公務人員求好心切，總要將工作做到最好方肯罷休。在事的方面，可能

是承辦之業務極為繁重，非加班不足以順利消化；也可能是緊急性的突發事件，必須限

時完成。在環境方面，可能是配合其他機關，或有特殊任務的要求，例如各部會國會聯

絡人與相關法案承辦人員配合立法院每會期最後一天熬夜審議法案，故須加班待命之情

形。不論那一種加班事由，均應經有權之長官主動指派，或公務人員本人簽奉有權之長

官被動批准，始符合加班之程序要求，具有加班之合法效力。否則，即屬自動加班情形，

日後便不能據以請求加班報酬。 

  公務人員加班必須在上班時間以外，方能為之。此上班時間包括法定上班時間、輪

值上班時間、因業務狀況彈性調整之上班時間等。易言之，公務人員必須於下班時間或

假日始具有加班之條件。雖然各機關本於權責所規定之上下班時間及型態未必相同，但

計算加班時數，均僅限於上班時間以外，則無不同。此外，公務人員加班，亦僅限於執

行職務之必要。所稱執行職務，即處理公務，或簡稱辦公，包括處理其本職工作與本職

直接相關的工作，或長官本於職權範圍所交辦之事項。所謂本職工作，通常以職務說明

書或工作說明書之記載為主，按照責任制的精神，其工作內容是其承辦業務的所有事

項，包括公文處理、事務協調、電腦操作、參與會議等。至於長官交辦事項，並不限於

其本職業務，也包括其他相關事項，此乃因每一公務人員職務說明書所列工作內容最後

一項，通常都明列「其他臨時交辦事項」為其概括性的職掌之故。 

  公務人員雖有於業務需要時加班之義務，但依法亦有請求給予加班報酬之權利。在

法理上，乃因公務人員與國家的法律關係業由特別權力關係調整為公法上職務關係，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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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盡其義務，但也可享有權利，權利與義務應該對等；在實務上，也因政府財政有所改

善，故能編列預算支付公務人員之加班費。不過近年因財政狀況未臻理想，依行政院102

年4月修正發布之《各機關加班費支給要點》規定，除業務特殊等情形得申請專案加班

外，每人每日加班以不超過四小時為限，每月以不超過二十小為限；並以其俸給總額除

以240為每小時之支給標準。 

    公務人員加班之報酬，除給予加班費外，依法尚可給予補休假、獎勵或其他相當之

補償，四者擇一，當事人可以提出申請，但決定權在長官。如係補休假，通常採「以一

折一」方式，即加班時數累積達四小時即可補休半日，並應於半年內補休完畢。獎勵措

施指給予記功、嘉獎、頒發獎狀，或於集會場合公開表揚等具有獎勵意義之措施。其他

相當補償措施，如長官邀請吃飯、致贈謝卡等大致相當之措施。前三者較為具體明確，

後者則屬概括規範。這四種報酬，原則以加班費與補休假二者為主，公務人員各有所好，

但囿於加班經費之限制及業務繁忙之考量，不一定都能如願。如長官經充分考量後給予

前述任何一種報酬，即不違《公務人員保障法》之規定。 

  要之，公務人員加班是義務，也是權利；必須於上班時間以外有執行職務之必要，

且經長官核准者，始符加班之要件。惟加班後依法可申請加班費、補休假、獎勵或其他

相當之補償。職是，加班雖因業務需要而起，卻取決於長官是否指派工作及給予何種補

償措施。明乎此，則目前一些關於加班事實之認定、加班報酬計算的爭議，當可大幅減

少矣！  

財產申報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Q&A 

Ｑ：依法應申報財產之人員申報財產時，可否委託他人代為填寫申報表，提出於各該受

理申報機構（單位）？或委託他人代為申報？或以通訊方式向各該受理申報機構（單

位）提出？ 

Ａ：申報人得委託他人代為填寫申報表，但應親自檢視後簽名或蓋章，以示確認。  

申報表得委託他人代為向受理申報機構（單位）提出，但不得委託他人代理申報。 

    申報人得以通訊方式向各受理申報機構（單位）提出申報，然以郵寄為限，交件時

點則以郵戳為憑，惟本府暨所屬機關之應申報財產之義務人均以線上作業登錄網站

完成定期申報或到職、離職申報。 

公務機密 

保密從守法開始 

    乍看之下，「保密防諜」猶如過時的口號。然而事實上，保密防諜不但一直存在於

我們身旁，更在當今激烈的企業競爭中被發揮得淋漓盡致；對於國家來說，當然更是如

此。企業的秘密，關係著他們的獲利來源；國家的秘密，則影響全民的安全，涉及層面

之廣，尤顯得重要。在現今科技日新月異的時代裡，隨著網路不斷發展，人們藉由無遠

弗屆的資訊傳播，能輕易傳送並取得所需資訊，更凸顯保密之重要性與必要性。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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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部隊，一旦資訊安全出現漏洞，敵人便可輕易竊取我機密資訊，對國家安全將產生

無法估計的威脅。 

  儘管臺灣之重要機關對於「密」以上等級公文書之處理，多會採實體隔離方式製作，

並訂定完整周延之安全規範，但資安違規事件仍然偶有發生，究其主要原因，仍以人為

因素為主。面對全球資訊戰的威脅，相關人員如因一時作業疏失，未能確遵通信保密規

定，導致機密資訊外洩，或因外在誘惑而將本身經管內容透漏給外人，將對國家安全與

全民利益造成重大損害。 

  先前媒體曾陸續報導幾件國軍軍官洩密案，多是受到金錢或美色誘惑。是以保密警

覺之提升必須從「守法」開始要求，對於公務員違反保密規定者，資安督導人員應秉持

「毋枉毋縱，除惡務盡」的原則，查究其責任，以整飭保密紀律，絕不可姑息放縱，進

而衍生破窗效應導致洩密事件一再發生。其次，保密的要求，是要人人懂得謹言慎行、

守口如瓶，懂得拒絕誘惑，處理列密等之機密資訊文書，應本少一個人知道，就少一分

洩密的顧慮，人人養成良好的保密習慣，才不致使機密資訊外洩，讓敵人有機可乘。 

  保密應是一種習慣或素養，需融入日常生活中，保持謹言慎行並處處留心，必能防

範洩密之可能。也唯有真正從心底遵守，並建以「保密防諜，人人有責」的觀念落實於

工作中，貫徹資安防護的正確認知，必能減少洩密案件之發生。 

  審視當前兩岸關係發展形勢，國人普遍缺乏敵情警覺，輕忽潛藏的危機。國軍肩負

國家安全重責大任，更應有先見之明，不可因兩岸交流頻繁、政治氣氛和緩而錯估形勢。

只要洩密者有心，國防即沒有真正安全的一天。因此，只有養成安全習慣，恪遵保密規

定，在外部的規範及本身習慣的雙重保險下，才能落實保密防諜。 

機關安全 

機關安全維護錦囊第5號 

「恆春山區天雷操演，漁民集結護漁陳抗」 

 前言 

某日早晨國軍於屏東車城鄉某山區進行為期三天「天雷操演」，現場漁民高舉著「誓

死護漁」布條，喊著「嘜打恆春海，去打菲律賓海」口號在現場抗議；抗議聲浪高漲，

警方及海巡人員也出動百餘名人力在現場維持秩序。 

案情摘要 

某日國軍於屏東縣某山區靶場海域，實施陸軍年度「天雷操演」重炮射擊，從進

駐準備到實彈射擊約 2 至 3 週，出海作業漁船不敢靠近落彈區海域，威力強大的炮彈

不僅將魚炸死，爆炸產生的震波，還會傷害漁業資源，影響漁民生計。   

鄰近某鎮長說，軍方重炮演訓造成漁民漁業損失，於情於理都該給漁民合理補償，

或比照三軍聯訓基地編列睦鄰經費「回饋」漁民；惟漁民之陳情、反映，未獲軍方具

體回應。該鎮公所遂協同當地鄉長到演訓場地表達嚴正抗議。 

八軍團指揮官立即向現場陳情之漁民澄清，關於演練所造成漁民及居民相關損

失，軍方並無置之不理，囿於演訓場地係林務局的保安林地，必須變更為軍事用地，

才能依法編列睦鄰經費回饋漁民，如日後法令修改後將編列預算，若達到補償標準，



 22

將依相關規定辦理賠償補助。有了軍方承諾，抗議人群也逐漸散去，抗議事件亦圓滿

落幕。 

問題分析 

一、如何強化蒐報作為及危機意識？ 

二、機關平日加強與其他機關業務橫向聯繫情形？ 

三、機關人員溝通、協調、談判技巧是否能審慎處理民眾陳情請願抗爭或偶突發事 件？ 

四、媒體報導後所帶來的影響，單位是否能有效應處？ 

五、後續陳情事件處理回復情形是否引發第二次陳抗事件？ 

改善及策進作為 

一、蒐報預警陳情、請願情資，建立橫向聯繫機制： 

對於重大政治議題、公共工程爭議或媒體輿論關注的焦點，各業務單位應提高警

覺，注意後續發展情形，機先蒐報相關預警資料提供機關處理參考。遇發生重大

陳抗活動時，可預先協調警力支援部署，並先行做好機關維護措施，建立各單位

聯繫窗口，因應各項突發狀況，維護機關正常運作。 

二、保持良好公共關係，適時發布新聞導正視聽： 

定期對媒體簡述組織的活動、計畫或提供有關組織成功的經驗並表現合作的誠

意，行銷單位正向能量，藉以獲得媒體及社會大眾的友好關係，並適時邀請媒體

即時播送機關重要政策新聞資料，以化解有心人士藉機操作議題，一旦組織發生

危機，可助於正確訊息的報導。 

三、確立編組分工，落實責任劃分： 

陳情案件有時牽涉多個權責機關，為使各單位間能拋開成見統合一致，需於事前

集合各相關單位召開會議，共同研析陳情案件，先行進行疏處推演，使各單位皆

能明瞭彼此之工作職掌，提升陳情請願疏處之工作效能。 

四、統一對外發言口徑： 

與陳情請願代表進行協調時，應本諸機關業務權責，詳加說明、溝通，如民眾要

求承諾一定事項時，可為暫時性的答應或承諾於一定日期內以書面回覆民眾請

求，如直接允諾日後卻無法達成，易落人口實，影響機關形象。 

叮嚀事項 

   陳抗事件首重「掌握狀況」、「即時處理」，在事前階段應蒐集反映預警情資，方

能實施「早期原則」，預先與陳情團體進行直接交涉達到適切疏處預防、預擬因應措

施；事中階段應加強設施安全維護，協助接見處理、加強通報聯繫；事後階段則持續

瞭解後續狀況發展並就事件處理檢討改進，以期日後能將各類陳抗事件於徵兆之初，

即能消弭於無形，降低機關人員、設備及形象之損害。 

結語 

   集會、遊行、陳情、請願或抗爭等為民主法治社會集體意念之表現，也是人民藉

以變更現狀或縮短差距的一種訴求手段，但伴隨而來的卻經常是非理性的群眾激烈衝

撞行動，此舉除容易影響社會秩序，也損及人民生命財產之安全。公部門在執行各項

業務多與百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如何減少因執行業務而與民眾產生理念衝突，又

在面對陳抗事件中，如何本於依法行政的立場，與民眾協調溝通取得社會大眾之理

解，已然係當前各級政府機關所應面臨的嚴苛考驗；惟有發揮分工合作的精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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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關鍵情報，先行弭禍於無形，達到維護機關設施及人員安全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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