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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10條之1修正條文，業經

本府以104年8月3日府法綜字第10432570500號令公布在案，檢送

市政府函、公布令及修正條文影本各1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區公所 

104.8.6北市地權字第10432223000號 

說明： 

一、依本府104年8月3日府授法一字第10413390700號函辦理。 

二、副本抄送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1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4.8.3府授法一字第10413390700號 

主旨：有關修正「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10條之1一案，業經本府104年8月3

日府法綜字第10432570500號令公布在案，請查照。 

說明：本案業經行政院104年7月7日院臺建字第1040033838號函核定，並經本府以旨揭

令公布。 

附件2 

臺北市政府令 

104.8.3府法綜字第10432570500號 

修正「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十條之一。 

  附修正「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十條之一。 

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十條之一修正條文（核定本） 

第十條之一  本自治條例規定應檢附之戶口名簿、戶籍謄本或土地登記簿謄本，申請人

得免提出。但耕地所在地區公所無法以電腦查詢者，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限期提出。 

附件3 

行政院函  臺北市政府 

104.7.7院臺建字第1040033838號 

主旨：所報修正「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10條之1一案，准予依核定本公布。 

說明： 
一、復104年6月17日府授法一字第10412904800號函。 

二、檢送「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10條之1修正條文（核定本）1份。 

臺北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第十條之一修正條文（核定本） 

第十條之一  本自治條例規定應檢附之戶口名簿、戶籍謄本或土地登記簿謄本，申請人

得免提出。但耕地所在地區公所無法以電腦查詢者，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限期提出。 

內政部同意社團法人雲林縣土地利用協會重新申請認可辦理「不

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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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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7北市地權字第104138623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4年8月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66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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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函  社團法人雲林縣土地利用協會 
104.8.5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664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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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7月16日申請書辦理。 

二、本次認可貴會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期限，自本部函發文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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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同意嘉義縣地政士公會重新申請認可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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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7北市地權字第104322204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4年8月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00575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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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函  嘉義縣地政士公會 
104.8.3內授中辦地字第104005751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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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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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貴會104年7月24日嘉縣地士公字第156號函檢附申請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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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同意中華民國不動產服務全國總工會申請認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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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14北市地權字第104140117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4年8月1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66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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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函  中華民國不動產服務全國總工會 
104.8.13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661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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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年8月5日申請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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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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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受理土地法第六十八條土地登記損害賠

償事件處理要點」第2點及第5點規定，並自104年9月1日起生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所隊 

104.8.6北市地籍字第10432231500號 
說明： 

一、為配合實務作業需求爰修正旨揭要點第2點及第5點。 

二、副本抄送本市議會、本府法務局及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及地

籍及測量科。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受理土地法第六十八條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處理要點

第二點及第五點修正總說明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以九十年五月三日北市地一字第九○二○四四二五○○號函訂

頒（原名稱：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受理土地法第六十八條地政機關登記損害賠償事件處理

要點），並經歷次修正迄今，現為使實務作業更臻完善，爰修正本要點第二點及第五點

等規定。 

本次修正內容如下： 

一、為使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召開會議順利運作及縮短會議作業流程，於

該會增設副召集人一人，爰配合修正第二點。 

二、因增設副召集人一人，爰配合修正第五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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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受理土地法第六十八條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處理要

點」第二點及第五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要點 現行要點 說明 

二、本局為處理土地登記損害賠

償事件，設置土地登記損害

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地賠會）如下： 

（一）地賠會置委員十三人、本

局局長為召集人，另指派

本局簡任人員一人為副

召集人，二者均為當然委

員。其餘委員十一人由本

局分別就下列人員聘（派

）兼之： 

      1.具有地政或法律等專

門學識經驗之人士七人。 

      2.臺北市之地政士公會

代表一人。 

      3.臺北市政府法務局代

表一人。 

      4.本局地籍及測量科科

長。 

      5.本局法制人員一人。 

（二）委員之任期為二年；任期

內出缺時，得補行遴聘（

派），其任期至原委員任

期屆滿之日為止。 

（三）地賠會置執行秘書一人，

工作人員若干人，由本局

派兼之，辦理幕僚事務。 

二、本局為處理土地登記損害賠償

事件，設置土地登記損害賠

償事件處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地賠會）如下： 

（一）地賠會置委員十三人、本局

局長為當然委員，並為召集

人。其餘委員十二人由本局

分別就下列人員聘（派）兼

之： 

      1.具有地政或法律等專門學

識經驗之人士七人。 

      2.臺北市之地政士公會代表

一人。 

      3.臺北市政府法務局代表一

人。 

      4.本局簡任人員一人。 

      5.本局地籍及測量科科長。 

      6.本局法制人員一人。 

（二）委員之任期為二年；任期內

出缺時，得補行遴聘（派）

，其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

之日為止。 

（三）地賠會置執行秘書一人，工

作人員若干人，由本局派兼

之，辦理幕僚事務。 

為使本局土地登記損害賠償

事件處理委員會召開會議順

利運作及縮短會議作業流程

，爰於該會增設副召集人 1

人，由本局指派簡任人員之

委員兼任之。 

五、地賠會視土地登記損害賠償

事件之情況不定時召開會議

，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

；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

副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

及副召集人因故同時不能出

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為主

席。 

五、地賠會視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

件之情況不定時召開會議，由

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

人因故不能出席時，應指定委

員一人為主席。 

修訂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地

賠會時由副召集人擔任主席

，又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因故

同時不能出席時，應指定委

員一人為主席之順序。 



 6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受理土地法第六十八條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處理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年五月三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0)地一字第九○二○四四二五○○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2)北市地一字第○九二三二七○三二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七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3)北市地一字第○九三三一六七七二○○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4)北市地一字第○九四三○八三四○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一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6)北市地一字第○九六三一○六七七○○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一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8)北市地一字第○九八三一一九一七○○

號函修正，並自即日起施行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9)北市地籍字第○九九三○七三五五

○○號函修正第二點，並自即日起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年九月二十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100)北市地籍字第一○○三二六一六七○

○號函修正名稱及全文二十四點，並自即日起施行(原名稱: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受理土地法

第六十八條地政機關登記損害賠償事件處理要點)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北市地籍字第一○○三三五九三七○○

號函修正名稱及部分要點，並自函頒日起施行（原名稱：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受理土地法第

六十八條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處理要點）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北市地籍字第一○一三二一○○○○○號

函修正部分規定，並自函頒日起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十八日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北市地籍字第一○二三一九七○四○○

號函修正第二點、第十八點附件四及第十九點，並自102 年 8月 5日起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北市地籍字第一○二三三八九九八

○○號函修正第十五點、第十八點及第二十一點，並自103 年 1月 10 日起施行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八月六日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北市地籍字第一○四三二二三一五○○                     

號函修正第二點及第五點，並自104 年 9月 1日起施行 
一、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處理所屬各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各所）依

土地法第六十八條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者之請求賠償事件（以下

簡稱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局為處理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設置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處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地賠會）如下： 

（一）地賠會置委員十三人、本局局長為召集人，另指派本局簡任人員一人為副召集人

，二者均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十一人由本局分別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1.具有地政或法律等專門學識經驗之人士七人。 

2.臺北市之地政士公會代表一人。 

3.臺北市政府法務局代表一人。 

4.本局地籍及測量科科長。 

5.本局法制人員一人。 

（二）委員之任期為二年；任期內出缺時，得補行遴聘（派），其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

滿之日為止。 

（三）地賠會置執行秘書一人，工作人員若干人，由本局派兼之，辦理幕僚事務。 

三、地賠會委員及其他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但臺北市政府以外之委員得依規定支領

出席費。 

四、地賠會之職掌如下： 

（一）關於土地法第六十八條規定之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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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土地法第七十條第二項規定向地政事務所應負責任之人請求償還事件之審

議。 

五、地賠會視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之情況不定時召開會議，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

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及副召集人因故同時不能

出席時，應指定委員一人為主席。 

六、地賠會開會時，非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不能開會，並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

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但由機關派兼之委員不能親自出席時，得委任同機關內相關

業務人員代理出席，並預先通知地賠會。前項代理人列入第一項會議出席人數，並

參與會議討論及表決。 

七、地賠會召開會議時，該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之地政事務所主任及相關人員應列席

說明。 

前項事件如係跨所辦理登記者，除轄區地政事務所依前項規定辦理外，受理地政事

務所亦應列席說明。 

地賠會於必要時，得因請求權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通知請求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列席

陳述意見。 

八、地賠會委員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

討論及表決。 

九、請求權人依土地法第六十八條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時，應請其填具土地登記損害賠償

請求書（參考格式如附件一）向轄區地政事務所提出申請；其有代理人者，並應請

其提出委任書（參考格式如附件二）或法定代理權之證明文件。 

請求權人應據實說明有無獲得其他賠償、補償或保險給付。但人身保險不在此限。 

十、各所收到土地登記損害賠償請求書後，如請求書所載請求事項不明確、代理權有欠

缺或應附之證據文件不符或欠缺者，應通知請求權人於接到通知函之日起十五日內

補正。 

請求權人因土地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而依國家賠償法規定或以國家賠

償請求書格式提出請求損害賠償時，視為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並依本要點規定

程序辦理。 

各所對於應送達請求權人之文書，應以送達證書送達，並將回證附卷。 

十一、各所收到土地登記損害賠償請求書後，除有前點第一項情形外，應即影印請求文

件送本局建檔，並於收到請求書之日起二十日內擬具處理意見函送本局據以提請

地賠會審議。但因事實之調查、證據之蒐集費時，經簽請本局同意者，得展延二

十日。 

十二、轄區地政事務所於擬具處理意見送本局提送地賠會審議時，應副知請求權人，且

於說明欄內載明下列文字：「本件處理意見，係作為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登記

損害賠償事件處理之資料，並非確定之結果，台端如有其他理由或意見，請於文

到七日內，以書面陳述意見並檢附相關資料，逕送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臺北市市

府路一號三樓北區）辦理」。 

十三、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涉及民事、刑事或行政爭訟之法律關係者，於其程序確定

前，地賠會得決議逕予結案，並通知請求權人，俟其程序確定後依結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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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各所受理登記損害賠償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簽報本局同意後，得拒絕賠

償： 

（一）無管轄權。但跨所申請登記之案件，請求權人誤向受理申請案件之地政事務所提

出請求時，逕行移由轄區地政事務所辦理。 

（二）請求書所載請求事項不明確或代理權有欠缺，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 

（三）請求權人並非其所請求賠償事件受有損害之人。 

（四）請求權罹於時效。 

（五）依請求權人之書面資料，並非請求土地登記損害賠償。 

（六）同一事件，重複請求賠償。 

依前項函復請求權人時，應副知本局提請地賠會追認。 

十五、地賠會審議決定轄區地政事務所無賠償責任者，該所應以書面詳為敘明拒絕賠償

理由函復請求權人，同時應於說明欄內敘明：「台端如不服拒絕賠償之決定，得

依土地法第七十一條規定向地方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並請留意國家賠償法第

八條有關賠償請求權時效期間之規定。」，並副知本局。（參考格式如附件三）依

前點第一項規定拒絕賠償者，亦同。 

十六、轄區地政事務所於收到地賠會有賠償責任之決議後，應速為決定協議期日及處

所，並製作通知書，至遲於協議期日五日前送達於請求權人、代理人及有關人員。 

地賠會審議轄區地政事務所有賠償責任者，該所應與請求權人進行協議。 

十七、地政事務所進行協議時，得請具有法學專長之人士提供法律意見。 

十八、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經協議成立時，轄區地政事務所應依規定作成協議紀錄（

參考格式如附件四）及協議書（參考格式如附件五），協議書並留存一份；開始

協議之日起逾六十日協議不成立或請求權人於地賠會決議後擴張聲明，視為協議

不成立，應依請求權人之申請，或依職權發給協議不成立證明書（參考格式如附

件六）。 

十九、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經協議成立之登記損害賠償總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者

，各所得逕行決定；賠償總額超過新臺幣五十萬元而在一百萬元以下者，應簽報

本局核定；賠償總額超過新臺幣一百萬元者，應層報市長核定。 

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經訴訟上和解成立或判決確定者，賠償總額應簽報本局核

定後，依第二十一點規定辦理。 

二十、轄區地政事務所進行協議時，如協議成立之賠償金額須簽報本局或市長核定者，

應於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協議紀錄協議事項內敘明：「本協議紀錄須俟本所依

規定程序，簽請市長（或地政局）核定後，本協議始生效力。」。 

二十一、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經協議成立、訴訟上和解成立或判決確定後，轄區地政

事務所應即填製土地登記損害賠償金請撥書二份（參考格式如附件七），並附

協議書二份或判決書、和解筆錄及收據（參考格式如附件八）等有關文件一份

，送本局辦理。 

本局於收到前項書件後，應開立市庫支票或以存帳方式付予請求權人。 

二十二、請求損害賠償之訴訟案件，由轄區地政事務所主辦，如有延聘律師之必要者，

應依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第三十七點規定辦理。 

各所於收受請求權人提起損害賠償訴訟案件通知或裁判書後，應於十五日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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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狀、裁判書或相關資料影本檢送本局。 

二十三、關於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依土地法第七十條第二項規定向所屬人員請求償還

之範圍、程序、償還金額之計算方式等，由本局另定之。 

二十四、地賠會所需經費，由本局編列預算支應。 



 10

土地登記損害賠償請求書 

請求權人 ○○○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地：   職業： 

住(居)所： 

聯絡電話： 

代理人 ○○○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地：   職業： 

住(居)所： 

聯絡電話： 

請求之事項 

請求賠償請求權人新臺幣          元 

事實及理由 

一、．．．．．．．． 

二、．．．．．．．． 

三、．．．．．．．． 

聲明事項：（請求權人應據實說明有無獲得其他賠償、補償或保險

給付；但人身保險不在此限。） 

證據： 

    此致 

臺北市○○地政事務所 

              請求權人        印 

              代 理 人        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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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說明： 

一、「請求權人」如為法人或其他團體，應記載其名稱及主事務所或營業所，

例如：「請求權人○○有限公司 設  ○○市○○區○○路○○號

○○樓」。 

二、「請求權人」如為法人或其他團體、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時，

並應記載其代表人或法定代理人之性別、出生年月日、出生地、身分

證統一編號、職業及住(居)所，其方式如下： 

「代表人(或法定代理人)○○○．．．．．．．．．．」 

即「請求權人」為法人或其他團體者，記載該法人或團體之代表人或

管理人、經理人及其他依法令得為協議行為之代理人：「請求權人」如

為無行為能力人(如未滿 7 歲之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之人)或限制行

為能力人(如滿 7 歲以上之未成年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者，記載該受

監護宣告之人之監護人或受輔助宣告之人之輔助人或該未成年人之

父、母、委託監護人、遺囑指定監護人或法定監護人等。 

三、「請求權人」如為華僑時，「身分證統一編號」欄改為記載「護照」或

「出入境證」或「居留證」或「統一證號」字號，「住(居)所」欄則詳

細記載「國內住址」及「僑居地住址」2 項。「請求權人」如為外國人

時，除增加記載其「原國籍」一項外，「身分證統一編號」欄並改為記

載「外國護照」或「入境證」或「外僑居留證」或「統一證號」字號，

「住(居)所」欄則詳細記載「國內」及「國外」之住、居所 2 項。 

四、「請求權人」(或代理人)得委任他人為代理人，與賠償義務之地政事務

所進行協議。「請求權人」(代表人或法定代理人)委任 1 人為其代理人

時，記載為「代理人○○○」；數人同時委任 1 人為其代理人時，記載

為「共同代理人○○○」。又同一損害賠償事件有多數請求權人者，得

委任其中 1 人或數人為代理人，與賠償義務之地政事務所進行協議。

如委任其中 1 人或數人為其代理人時，記載為「請求權人兼右○人之

代理人○○○」。此外，於同一損害賠償事件有多數請求權人之情形，

如其中 1 人同時為另 1 人或數人之法定代理人時，記載為「請求權人

兼右○人之法定代理人○○○」。每一當事人委任之代理人，不得逾 3

人。 

五、「請求權人」、「代理人」蓋印欄與「請求權人」、「代理人」欄之記載格式宜一

致。 

六、請求權人之電話號碼，宜一併記載，以方便接洽與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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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委 任 書 

土 地 登 記 損 害 賠 償 協 議 事 件 委 任 書 

姓 名 

或 名 稱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職

業 

住 居 所 事 務 所 

或 營 業 所 及 電 話 

委任人       

受任人       

為委任人依土地法第六十八條規定請求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

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茲委任受任人為代理人，就本事件有為一切協

議行為之權，並有 (或但無) 拋棄損害賠償請求權、撤回損害賠償之請

求、領取損害賠償金或選任代理人之特別代理權。 

 

  此致 

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 

委任人 ○ ○ ○ 印 

受任人 ○ ○ ○ 印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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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說明： 

一、「委任人」即為請求權人，其記載方式與(附件一)土地登記損害賠償請

求書「請求權人」欄之記載同；「受任人」即為代理人，其記載方式與

(附件一)土地登記損害賠償請求書「代理人」欄之記載同。(請參閱【附

件一】土地登記損害賠償請求書填寫說明一至四) 

二、「委任人」及「受任人」之電話號碼，宜一併記載，以方便接洽與連絡。 

三、委任代理人就其受委任之事件有為一切協議行為之權，但拋棄損害賠

償請求權、撤回損害賠償之請求、領取損害賠償金或選任代理人，非

受特別委任，不得為之。對於代理權加以限制者，應於委任書記明之。

如受任人就上開事項受委任人之特別委任者，即逕記載「並有拋棄損

害賠償請求權……之特別代理權」，或將「並有」下之括弧及文字「(或

但無)」劃去，並於劃去處加蓋委任人之印章；未受特別委任者，則逕

記載「但無拋棄損害賠償請求權……之特別代理權」，或將「並有」及

其下之括弧及其中之「或」字劃去，俾資明確，並免生爭議。 

四、本項委任書應於最初為協議行為時提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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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 絕 賠 償 理 由 書 

（被請求賠償機關全銜）拒絕賠償理由書  

請求權人：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代理人：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居）所： 

被請求賠償機關（名稱及所在地） 

代表人（姓名及住所或居所） 

一、本件請求意旨（ 年 月 日收文）略稱…………………。 

二、(理由詳述)。 

三、綜上，本件爰依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受理土地法第六十八條土地登記損

害賠償事件處理要點第十四點規定拒絕賠償。(或)綜上，本件不符土

地法第六十八條之構成要件，爰依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受理土地法第六

十八條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處理要點第十五點規定拒絕賠償。  

                    （被請求賠償機關首長職稱）○○○ 

 【機關印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記： 

如不服本拒絕賠償之決定，得依土地法第七十一條規定向地方法院提起損害賠償之

訴，並請留意下列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有關賠償請求權時效期間之規定。 

參考條文： 

國家賠償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二年間

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時起，逾五年者亦同。」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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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受理土地法第六十八條 

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協議紀錄 

 

請求權人 ○○○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地：   職業： 

住 (居) 所： 

 

代理人 ○○○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出生地：   職業： 

住 (居) 所： 

 

  請求權人依土地法第六十八條規定請求土地登記損害賠償

事件，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在        協議，出席人員如下： 

請求權人 ○○○ 

代 理 人 ○○○ 

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 代表人 ○○○ 

具有法學專長之人員 ○○○ 

記  錄 ○○○ 

協議事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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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四、．．．．．．．． 

協議結果：．．．．．． 

出 席 人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簽名或蓋章) 

記   錄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填寫說明： 

一、 關於請求權人及其委任代理人之記載方式，請參閱(附件一)土地登記損害賠償請求

書之填寫說明一至四。 
二、 地政事務所進行協議時，如協議成立之賠償金額須簽報市長或本局核定者，應於本

協議紀錄協議事項內敘明：「本協議紀錄須俟本所依規定程序，簽請市長（或地政局）

核定後，本協議始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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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印信） 

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受理土地法第六十八條 

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協議書 
請求權人 ○○○ 

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   職業： 

住 (居) 所： 

代理人 ○○○ 

身分證統一編號：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出生地：   職業： 

住 (居) 所： 

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代表人○○○） 

 

請求權人    年度           號請求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

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在            協議成立，應

給付請求權人新臺幣           元。請求權人對於與本事件同

一原因事實所發生之其他損害，願拋棄損害賠償請求權（及讓與

對第三人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或損害賠償請求權）。 

 

協議人（請求權人或代理人）        簽名或蓋章 

 

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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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說明： 

一、關於請求權人及其委任代理人之記載方式，請參閱(附件一)土地登記

損害賠償請求書之填寫說明一至四。 

二、「協議人（請求權人或代理人）（賠償義務機關代表人）簽名或蓋章」

欄應與前「請求權人」及「代表人」等部分一致。 

 



 19

(附件六) 

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受理土地法第六十八條 

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事件協議不成立證明書 

 

 

請求權人    於  年  月  日向本所土地登記

請求損害賠償事件 (   年   字   號），經協議未能

成立。 特此證明。 

 

 

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代表人 ○ ○ ○）            

機關 

印信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記： 

本件協議未能成立，依土地法第七十一條規定，請求權人得依法向地方法

院提起損害賠償之訴，並請留意國家賠償法第八條有關請求權時效期間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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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發文    字    號 

土地登記損害賠償金請撥書 

 

一、賠償義務機關名稱：            

地址： 

二、請求權人姓名：       電話號碼： 

住址： 

三、賠償事由：                

四、賠償依據： 

五、賠償金額：新臺幣（數額大寫） 

六、附件：（判決書、和解、憑證或協議書） 

 

 

賠償義務機關首長簽名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機關 

印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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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收  據 

 

茲收到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受理土地法第六十八條土地登記損害

賠償事件，貴局給付賠償金額新臺幣           元整無

訛。 

 

此  致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公 鑒 

 

具領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具領人指定之金融機關名稱： 

帳號： 

支票號碼：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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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黃○○君等3人請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簡上字第461

號判決書所示之鑑定圖，恢復原○○段○○小段9、10地號土地地

籍線及面積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建成地政事務所 
104.8.13北市地籍字第10432077100號 

說明： 
一、復貴所104年8月4日北市建地測字第10431189320號函。 

二、按「申請複丈，由土地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向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為之。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各依其規定辦理：……五、因司法機關判決確定或訴訟上之和解或

調解成立者，由權利人申請。……」、「申請複丈時，應填具土地複丈申請書，

並檢附權利書狀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為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05、207條

所明定，合先敘明。 

三、另按「……實施地籍圖重測時，因界址爭議事件經法院判決確定後據以補辦重測，

係依土地法第46條之2第2項準用同法第59條第2項規定辦理，並將重測結果依同法

第46條之3予以公告，核與前開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05條第1項第5款規定之情形

尚有不同。……因不同意重測之結果，而向臺灣苗栗地方法院提起『確認界址』

之訴，既經法院判決確定，地政事務所自應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05條第1項第5

款規定受理其單獨申請旨開地號之更正測量及登記，並於登記完畢後，通知權利

關係人及他項權利人，而毋需依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一至第四十六條之三執行要

點第16點第2項規定辦理。」亦為內政部93年12月13日台內地字第0930017085號函

釋有案。 

四、綜上，是類案件作業程序應由申請人向登記機關申請，登記機關依法院判決意旨

及鑑定書、圖辦理「更正」地籍線，並將判決確定相關文件黏貼對應之土地地籍

調查表及重新計算面積後據以辦理登記，於辦竣後檢送土地複丈原圖、法院判決

確定等相關文件予本局土地開發總隊變更圖籍資料，旨案惠請貴所本於權責審慎

核處之。 

五、副本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法令月報）。 

檢送本局簡化各地政事務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104年第5次）

會議紀錄1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4.8.13北市地籍字第10432232500號 

說明： 
一、依本市大安地政事務所104年8月6日北市大地測字第10431270500號函辦理。 

二、副本抄送社團法人台北市地政士公會、台北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本府法務局、

本局林專門委員○○及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以上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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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簡化各地政事務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104年 

第5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8月10日（星期一）上午10時  

貳、地點：本府市政大樓3樓西北區民眾、記者招待室  

參、主席：林專門委員○○                                         記錄：廖○○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伍、列席人員 ：略 

陸、討論事項及結論：  

提案 提案單位：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  

一、 案由：有關原告謝○○君持憑法院調解筆錄申辦本市大安區○○段○○小段237建

號建物（○○街○○號）分割登記疑義一案，提請討論。  

二、 說明： 

（一）依據：依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下稱大安所)104年7月24日收件大安建字第542

號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辦理。  

（二）案情說明：  

１、 緣本市大安區○○段○○小段237建號（門牌：○○街○○號）建物共有人之

一（即被告）洪○○君（權利範圍：2分之1）前於104年6月15日檢具法院調

解筆錄，單方申辦建物分割登記，惟未檢附增編門牌號證明文件，因涉法令

適用疑義，大安所乃以104年7月9日北市大地測字第10431157200號函請本市

其他地政事務所表示意見。彙整期間（104年7月22日）洪君因故向大安所提

出撤銷前揭測量案之申請，該所於同年7月23日同意撤案之申請並檢還測量申

請書予洪君在案，合先敘明。  

２、 復本案建物另1位共有人(即原告)謝○○君於104年7月24日以前揭測量申請書

及法院調解筆錄申請建物分割登記；惟亦未檢附增編門牌證明文件，為查明

增編門牌法定程序，本案前經本市大安區戶政事務所104年7月15日北市安戶

資字第10430900400號函查復略以：「依73年行政院函示，門牌之編釘與建管

機關於核發建照時，所定之戶數應配合一致，故已核發使用執照之建物，應

先經主管建築機關辦理戶數變更後，始得憑以至戶政事務所辦理門牌增、併

編；另依臺北市道路命名及門牌編釘自治條例第11條第1項，領有使用執照或

其他合法建築物，其門牌之增、併編，應由建築物所有權人向主管建築機關

申請核准變更後，再行辦理。因建築物是否涉及主要構造、防火區劃、防火

避難設施及分戶牆等變更，係屬專業認定，不宜由戶政人員逕予判斷，故應

由建築物所有權人向主管建築機關申請核准變更後，再至戶政事務所辦

理。」。大安所承前件彙整本市其他地政事務所意見後，因未有一致見解，

為齊一作法，爰提請討論。 

（三）各所意見綜整及分析：  

１、 松山地政事務所：「…二、按『……惟判決為法院對於訴訟事件所為之公法

的意思表示，調解或和解，為當事人就訴訟上之爭執互相讓步而成立之合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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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本質並非相同。故形成判決所生之形成力，無由當事人以調解或和解之方

式代之……。』為最高法院58年台上字第1502號判例要旨所示，先予敘明。

三、查本案係權利人持憑法院調解筆錄辦理建物分割登記，依上開判例調解

筆錄與確定判決雖有同一之效力，惟其本質並非相同，僅生協議分割之效力。

故本案調解筆錄應不得為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8條規定法院確定判決之依

據，應檢附編列門牌號證明辦理。」  

２、 中山地政事務所：「按內政部90年5月2日台內中地字第9006983號函：『……

判決為法院對於訴訟事件所為之公法的意思表示，調解或和解，為當事人就

訴訟上之爭執互相讓步而成立之合意，其本質並未相同。……有關登記機關

在行政上應依法審查之事項，並非即可不為審查或不能審查；……登記機關

仍應依有關法規審查之。』，故法院之和解筆錄，尚不得認其與經法院所為

之確定形成判決發生同一效力，故本所認為仍應依上開函釋辦理。」  

３、 古亭地政事務所：「…二、查『申請建物分割，應填具申請書檢附分割位置

圖說及編列門牌號證明文件為之。經法院判決分割者，依法院確定判決辦

理。』、『已登記之建物未增編門牌，權利人持憑法院確定判決申辦建物登

記者，應依法院判決意旨及該建物原編門牌號辦理，俟增編門牌號後，再另

辦標示變更登記。』，為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8條第2項、辦理土地複丈與

建物測量補充規定第21點所明訂。準此，若權利人持法院確定判決申辦建物

分割登記，尚無須檢附編列門牌號證明文件。三、次查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

1項及416條第1項分別規定：『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調解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調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

綜上，若權利人憑法院作成之調解筆錄，應可依前開規定，辦理建物分割登

記事宜。」  

４、 建成地政事務所：「按本府地政局（以下簡稱地政局）簡化各地政事務所請

示案件處理研討會（91年第17次），雖獲致決議為調解筆錄與確定判決有同

一效力，可單獨為全體共有人申請分割登記，惟就門牌未增編者似尚有疑義，

另決議由本府地政處（現地政局）第一科函民政局協助查明後再行核復；惟

查該案門牌增編疑義因民政機關函復已增編而無執行疑義，是地政局未就倘

未增編者應如何處理，予以明釋，建議貴所報請本府地政局統一釋示，俾再

憑遵循。」  

５、 士林地政事務所：「查本案係權利人(被告)持憑法院未增編建物門牌之調解

筆錄申辦建物分割，依內政部上開函示意旨，登記機關仍應依有關法規審查

之；另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8條之規定，申請建物分割，應填具申請書檢

附分割位置圖說及編列門牌號證明文件為之。為避免日後建物分割登記致生

疑義，故本案建議仍需增編門牌後再行辦理建物分割後續相關事宜。」 

（四）法令及疑義分析：  

１、法令依據：  

（１） 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及第416條第1項分別規定：「和解成立者，

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調解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調解成立

者，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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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8條第2項：「申請建物分割，應填具申請書檢

附分割位置圖說及編列門牌號證明文件為之。經法院判決分割者，依

法院確定判決辦理。」  

（３） 辦理土地複丈與建物測量補充規定第21點：「已登記之建物未增編門

牌，權利人持憑法院確定判決申辦建物登記者，應依法院判決意旨及

該建物原編門牌號辦理，俟增編門牌號後，再另辦標示變更登記。」  

（４） 內政部90年5月2日台內中地字第9006983號函要旨：「持憑法院和解

筆錄申辦合併、分割及共有物分割登記，登記機關仍應依有關法規審

查之」。  

       內容：「一、案經法務部90年4月11日法律決字第012548號函轉准司

法院秘書長90年3月27日秘台廳民四字第06512號函略以：『按訴訟之

和解，除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當事人得請求法院繼續審判外，與

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來函所詢持憑法院和解筆錄申辦合併、分割及 共有物分割登記 一

節，參酌行政法院82年判字第364號判決意旨，宜由主管機關依有關

法規自行認定之』。二、查判決為法院對於訴訟事件所為之公法的意

思表示，調解或和解，為當事人就訴訟上之爭執互相讓步而成立之合

意，其本質並非相同。故形成判決所生之形成力，無由當事人以調解

或和解之方式代之，從而在調解或訴訟上和解分割共有不動產者，僅

生協議分割之效力，非經辦妥分割登記，不生喪失共有權，及取得單

獨所有權之效力。又和解屬法律行為之一種，如其內容違反強制或禁

止之規定者，依民法第71條前段之規定，仍屬無效（參照最高法院58

年臺上字第1502號暨55年臺上字第2745號判例）。衡以行政法院82年

度判字第364號裁判要旨：『法院之判決是否得當，登記機關固無權

審查，但地政機關就登記事項既有實質審查之權，苟審查結果，認為

確定判決不適於登記，仍非不得命申請人補正』及司法院81年3月5日

秘台廳（一）字第02500號函釋略以：『法院因被告應履行買賣契約

而命其辦理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判決，其效力不及於該判決當事

人以外之第三人及訴訟標的以外之法律關係』。故依民事訴訟法第401

條規定，確定判決之效力僅及於當事人及當事人之繼受人，亦即民事

確定判決僅有確定當事人或其繼受人間之私權糾紛效力而已。因此當

事人持法院之確定判決申請辦理土地登記，登記機關依法審查，就受

確定判決之當事人或其繼受人間之民事上之私權糾紛，雖無審查之權

限，應依照確定判決意旨而為登記，但除了當事人或其繼受人間之民

事上之私權糾紛之外，其他有關登記機關在行政上應依法審查之事

項，並非即可不為審查或不能審查；本案持憑法院和解筆錄申辦合

併、分割及 共有物分割登記 ，參依前開司法院秘書長意7 見，登記

機關仍應依有關法規審查之。」 

２、疑義分析  

（１）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28條第2項及辦理土地複丈與建物測量補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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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點均指「依法院判決確定者」而言，法院調解筆錄是否適用？內

政部90年5月2日台內中地字第9006983號函示「持憑法院和解筆錄申

辦合併、分割及共有物分割登記，登記機關仍應依有關法規審查」，

未檢附門牌證明是否為前揭內政部函之應審事項？  

（２） 類似案例前經本府地政局簡化各地政事務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91

年17次)決議略以：「本案共有建物之分割登記既經法院和解成立，

按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

力。』，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2條規定得準用同規則第100條之規定，

部分共有人得提出法院確定判決書及其他應附書件，單獨為全體共有

人申請分割登記。…，為慎重起見，請本處第一科函請民政局協助查

明…原因後，再行核復。」嗣該案門牌增編疑義因民政機關函復已增

編而無執行疑義，因未成例，且未就倘未增編者應如何處理，予以明

釋，故仍有統一釋示之必要，以憑各所遵循。 

三、擬處理意見：  

按最高法院58年台上字第1502號判例要旨，本案調解筆錄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

力，惟其確定判決係為公法之意思表示，調解或和解，為當事人就訴訟上之互相讓

步而成之合意，其本質並非相同。參依內政部90年5月2日台內中地字第9006983號函

示意旨，登記機關仍應依有關法規審查，故本案建議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88條規

定檢附編列門牌號證明再憑辦理。  

四、結論  

（一） 按：「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調解經當事人合意而

成立；調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已登記之建物申辦分

割，以分割處已有定著可為分隔之樓地板或牆壁，且法令並無禁止分割者為限。

申請建物分割，應填具申請書檢附分割位置圖說及編列門牌號證明文件為之。經

法院判決分割者，依法院確定判決辦理。」、「已登記之建物未增編門牌，權利

人持憑法院確定判決申辦建物登記者，應依法院判決意旨及該建物原編門牌號辦

理，俟增編門牌號後，再另辦標示變更登記。」及「……衡以行政法院82年度判

字第364號裁判要旨：『法院之判決是否得當，登記機關固無權審查，但地政機

關就登記事項既有實質審查之權，苟審查結果，認為確定判決不適於登記，仍非

不得命申請人補正』……因此當事人持法院之確定判決申請辦理土地登記，登記

機關依法審查，就受確定判決之當事人或其繼受人間之民事上之私權糾紛，雖無

審查之權限，應依照確定判決意旨而為登記，但除了當事人或其繼受人間之民事

上之私權糾紛之外，其他有關登記機關在行政上應依法審查之事項，並非即可不

為審查或不能審查……」分別為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416條及地籍測量實施規

則第288條及辦理土地複丈與建物測量補充規定第21點及內政部90年5月2日台內

中地字第9006983號函所明定，先予敘明。  

（二） 依前揭規定法院調解筆錄應與法院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權利人持憑該調解筆

錄申辦建物登記應屬可行，無須檢附編列門牌號證明文件。另大安所受理本案

時，仍應依前揭內政部90年5月2日台內中地字第9006983號函示意旨，應依有關

法規審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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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散會。（中午12時） 

「臺北市基隆河整治地區區段徵收抵價地抽籤分配作業要點」、

「臺北市南港經貿園區區段徵收抵價地抽籤分配作業要點」及「臺

北市士林官邸附近地區區段徵收抵價地抽籤分配作業要點」自104

年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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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8.3北市地開字第10432211000號 
說明： 
一、依本府104年7月31日府授地開字第10432172400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1份。 

二、副本抄發本局各科室（請秘書室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4.7.31府授地開字第10432172400號 
主旨：「臺北市基隆河整治地區區段徵收抵價地抽籤分配作業要點」、「臺北市南港經

貿園區區段徵收抵價地抽籤分配作業要點」及「臺北市士林官邸附近地區區段徵

收抵價地抽籤分配作業要點」自即日起停止適用，請查照。 

說明：依行政程序法第160條、第162條及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42條至第44條規定

辦理。 

內政部函送「不動產估價師證書申請書」及「不動產估價師開業

登記申請書」修正令及其附件各1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104.8.18北市地價字第104140263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4年8月14日台內地字第1041306825A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其附

件影本各1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法務局(請函送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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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等 

104.8.14台內地字第1041306825A號 
主旨：檢送「不動產估價師證書申請書」及「不動產估價師開業登記申請書」修正令及

其附件各1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附件2 
內政部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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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14台內地字第10413068259號 
修正「不動產估價師證書申請書」及「不動產估價師開業登記申請書」，自中華民國一

百零四年八月十六日生效。 

附修正「不動產估價師證書申請書」及「不動產估價師開業登記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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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師證書申請書修正規定 

一、受文機關:內政部 

二、申請人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範例：李大華  LI, TAI-HUA)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申請事由 

□ 1.申請核發證書 

□ 2.申請補發證書（原因：□遺失 □滅失   原證書字號：(  )台內地字第        號） 

□ 3.申請換發證書（原因：□污損 □ __________原證書字號：(  )台內地字第     號） 

四、附繳文件 

□ 1.考試院      字第        號不動產估價師考試及格證書正、影本各1份 

□ 2.刊登聲明原領證書遺失、滅失作廢之報紙正本1份 

□ 3.損壞或原領之證書正本1份 

□ 4.證書費新臺幣 _  ____________ 元 

□ 5.身分證明文件影本1份 

□ 6.本人最近1年內2吋半身照片2張(1張貼於申請書，另1張浮貼於申請書) 

□ 7.勞工保險卡影本（作為已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確認之用，高考及格者免附。） 

□ 8.其他證明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聲明事項 

1.申請人確無不動產估價師法第4條第1項各款不得充任不動產估價師情事。 

2.申請人所填資料及繳附文件均為真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                   簽章 

 

黏
貼
相
片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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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師證書申請書填寫說明 

一、以毛筆、鋼筆或原子筆用黑色或藍色墨汁正楷填寫，數字一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

字體須端正不得潦草；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申請人印章。 

二、第二項申請人英文姓名以護照英文姓名拼音及書寫格式為準（書寫範例：李大華 LI, 

TA-HUA）。 

三、第二項申請人為外國人者，請於「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處記載護照號碼，並註明

國籍。 

四、第三項請按事由自行選擇於□上打ˇ，並填寫原領證書字號。 

五、第四項請按應附繳文件於□上自行打ˇ，其於□其他證明文件項打ˇ者，請另填證

明文件名稱與份數。各項申請事由應附文件如附表： 

附表 

申 請 事 由 應 附 文 件 

申 請 證 書 1.4.5.6.7 

申請補發證書 2.4.5.6.7 

申請換發證書 3.4.5.6.7 

 應附文件名稱之代號： 

1.檢附考試院核發之不動產估價師考試及格證書及其影本各1份。 

2.刊登聲明原領證書遺失、滅失作廢之報紙。 

3.損壞或原領之證書。 

4.不動產估價師證書費請依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及開業證書收費標準規定填寫金

額。郵寄申請請購買郵政匯票，擡頭請寫內政部，現場申請得使用郵政匯票或

現金繳納。 

5.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6.本人最近1年內2吋半身照片2張(1張貼於申請書，另1張浮貼於申請書)。 

7.勞工保險卡影本（作為已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確認之用，高考及格者免附）。 

8.其他證明文件。（視實際狀況需要時檢附）。 

六、第五項申請人詳閱聲明事項後，填寫申請日期並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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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師開業登記申請書修正規定 

一、受理機關： ____________ 縣（市）政府 

二、申請登記事由： 

□ 1.開業登記（□核發開業證書 □換發開業證書 □補發開業證書） 

□ 2.變更登記（□事務所名稱 □事務所地址 □共同執業不動產估價師 □身分資料） 

□ 3.事務所遷移至           市、縣(市)開業登記 

□ 4.開業證書註銷登記（□自行停止執業 □其他） 

□ 5.其他   

原因                                                                           

三、附繳文件： 

□ 1.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___________ 份 

□ 2.不動產估價師證書正、影本各____________ 份 

□ 3.損壞或原領之開業證書正本1份 

□ 4.刊登聲明原領開業證書遺失、滅失作廢之報紙正本 _ 份 

□ 5.開業登記變更證明文件正本____________ 份 

□ 6.最近1年內2吋半身照片1式2張（1張貼於申請書，1張浮貼於申請書） 

□ 7.不動產估價師公會會員證書正、影本各 ____________ 份 

□ 8.開業證書費新臺幣 _ 元 

□ 9.實際從事不動產估價業務達2年以上之估價經驗證明文件正、影本各 __________________ 份 

□ 10.最近4年完成專業訓練36小時以上或與專業訓練相當之證明文件正本 ________________ 份 

□ 11.其他證明文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申請人：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 □男  

□女 

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字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開業事務所： 

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加入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名稱(新請領者，請填欲加入之公會)：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共同執業不動產估價師：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聲明事項： 

1.申請人非現職公務員。 

2.申請人（及共同執業不動產估價師）確無不動產估價師法第8條第1項各款情

事，特此聲明。 

3.申請人所填資料、附繳文件及本聲明事項均為真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 

申請人：              （簽章）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黏

 貼

 相

 片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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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師開業登記申請須知及申請書填寫說明 

壹、申請須知 

一、申請書取得方式： 

1.內政部地政司網站（http://www.land.moi.gov.tw）下載列印。 

2.向直轄市政府或縣（市）政府地政局（處）索取。 

二、各項登記除申請書外，應檢附文件說明： 

1.開業登記： 

（1）核發開業證書：1,2,6,8,9等項文件。 

（2）換發開業證書：1,3,6,7,8,10等項文件。 

（3）換發(污損)開業證書：1,3,6,7,8等項文件。 

（4）補發（遺失、滅失）開業證書：1,4,6,7,8等項文件。 

（5）屆期未換證重行申請開業登記核發開業證書：1,2,3,6,8,9,10等項文件。【請於申

請登記事由勾選1.「開業登記之核發開業證書」，並於原因欄敘明】 

（6）自行停止執業後重行申請開業登記核發開業證書：1,2,6,8,9（原開業證書有效期

限內)或1,2,6,8,9,10（逾原開業證書有效期限）等項文件。【請於申請登記事由勾

選1.「開業登記之核發開業證書」及5.「其他」，並於原因欄敘明及書寫原註銷開

業證書之有效期限】 

2.變更登記： 

  事務所名稱、地址、共同執業不動產估價師或身分資料變更：1,3,5,6,7,8等項文件。 

3.事務所遷移他縣市開業登記：1,3,6,7,8等項文件（申請書請填寫2份，向原登記之主  

管機關申請）。 

4.開業證書註銷登記：1,3,11等項文件。 

5.開業證書費請依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及開業證書收費標準規定填寫金額。郵寄申請請購

買郵政匯票，匯票擡頭及其他繳費方式請洽申請開業登記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如有勾選其他證明文件，請另填證明文件名稱與份數，一併檢附。 

三、申請方式： 

不動產估價師開業登記及變更，請填妥申請書後，連同附繳文件，以雙掛號或逕送受理

機關。 

貳、填寫說明 

一、以毛筆、鋼筆或原子筆用黑色或藍色墨汁正楷填寫，數字一律以阿拉伯數字填寫，

字體須端正不得潦草；如有塗改，請於塗改處加蓋申請人印章。 

二、第一項以申請人事務所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受理機關。 

三、第二項請按申請登記事由自行選擇於□上打ˇ，除第3項登記事由外，並請填寫原

因。 

四、第三項請按申請登記事由所需附繳文件於□上打ˇ及填寫份數。於□其他證明文件

項打ˇ者，請另填證明文件名稱與份數。 

五、第四項請按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及不動產估價師證書所載資料填寫，英文姓名以護照

英文姓名拼音為準（書寫範例：李大華 LI, TA-HUA）。不動產估價師為外國人者，

請於「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處記載護照號碼，並註明國籍。 

六、第五項請填寫開業事務所及加入不動產估價師公會等相關資料。 

七、第六項請按共同執業人國民身分證所載資料填寫，無共同執業人者本項免填；如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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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執業人超過2人者，請以附件方式載明相關資料。 

八、第七項請申請人詳閱聲明事項後，填寫申請日期並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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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修正發布「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及開業證書收費標準」第2

條條文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社團法人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 
104.8.18北市地價字第104140264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4年8月14日台內地字第104130682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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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

令月報）（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 

內政部函  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等 
104.8.14台內地字第10413068256號 

主旨：「不動產估價師證書及開業證書收費標準」第2條條文，業經本部於104年8月14日

以台內地字第10413068253 號令修正發布，如需修正發布條文，請至行政院公報

資訊網（網址http://gazette.nat.gov.tw）下載，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函轉本府104年8月20日府都建字第10480759000號令發布訂定「臺

北市政府遏止新增違章建築處理措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4.8.26北市地籍字第10432453700號 
說明： 
一、依本府104年8月21日府授都建字第10480777900號函轉本府旨揭號令辦理，並檢送

該函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 

二、各所於受理104年9月1日起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物，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買

賣、交換、贈與及信託登記案件，如未檢附開業建築師出具3個月內有效之建築物

無違章建築證明，應依違章建築處理措施第2點第2項規定，於登記完畢後1日內通

報都發局依法查察。 

三、又104年9月1日起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物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如該使用執照

注意事項附表註記有違章建築處理措施第2點所規定事項，應依違章建築處理措施

第4點第2項規定，配合於建物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嗣後建築物所有權人

於因買賣、交換、贈與、信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得檢附開業建築師出具3個

月內有效之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 

四、至有關違章建築處理措施第2點第2項所定通報都發局依法查察乙節，檢送定型函

稿格式範例如附件，請參依該格式範例以「電子公文」方式通報都發局。 

五、副本抄送本府都發局（另請儘速研訂開業建築師出具之「無違建證明書」格式範

例送本局，俾供本市各地政事務所作為審核之依據）、法務局、本局秘書室（請

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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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等 

104.8.21府授都建字第10480777900號 
主旨：「臺北市政府遏止新增違章建築處理措施」業經本府以104年8月20日府都建字第

10480759000號令發布訂定，並自104年9月1日起生效，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檢附「臺北市政府遏止新增違章建築處理措施」乙份。 

附件2 
臺北市政府令 

104.8.20府都建字第10480759000號 
訂定「臺北市政府遏止新增違章建築處理措施」，自104年9月1日實施。 

附「臺北市政府遏止新增違章建築處理措施」。 

臺北市政府遏止新增違章建築處理措施 

一、臺北市政府為維護公共安全、保障消費者權益、減少交易糾紛，並健全建築管理，

特訂定本措施。 

二、民國一○四年九月一日起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權人於申辦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或因買賣、交換、贈與、信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得檢附開

業建築師出具三個月內有效之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 

前項申請案件未檢附開業建築師出具之前項證明，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以下簡稱地所)應於登記完畢後一日內通報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

簡稱都發局)依法查察。 

三、開業建築師受起造人或建築物所有權人委託出具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時，應依使

用執照竣工圖，針對建築物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進行比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不予出具： 

(一) 陽台外牆拆除外推。 

(二) 陽台加窗或欄柵式防盜窗(防墜設施除外)。 

(三) 夾層違章建築。 

(四) 水平或垂直增建之違章建築。 

(五) 約定專用之露臺違章建築。 

建築師就屋頂及法定空地與竣工圖比對有違章建築時，並協助通報都發局

查處。 

四、都發局應於使用執照注意事項附表註記第二點規定事項。 

地所應配合於登記簿建物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加註：「嗣後建築物所有權

人於因買賣、交換、贈與、信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得檢附開業建築師出具三

個月內有效之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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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地政事務所 函 

 
地址：臺北市區路

號樓 

承辦人： 

電話：02- 

傳真：02- 

電子信箱：@mail.taipei.gov.tw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年月日 

發文字號：字第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本市○○區○○路(街)○○段○○巷○○弄○○號○○樓

建物，業於○○○年○○月○○日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所有權交換移轉登記/所有權

贈與移轉登記/信託登記，因未檢附開業建築師出具3個月

內有效之無違章建築證明，特此通報，請依法查察。 

說明：依「臺北市政府遏止新增違章建築處理措施」第2點第2項

規定辦理。 

正本：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副本： 

定型函稿格式範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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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地政士懲戒委員會設置要點」自104年9月1日起停止適用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 
104.8.28府授人管字第10431129300號 

說明：依據本府地政局104年8月27日北市地開字第10432296300號函辦理。 

本府以104年8月25日府都建字第10480770600號令發布訂定「臺北

市建築物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檢附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費用補

助要點」，並自104年9月1日起生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4.8.28北市地籍字第10432480900號 

說明： 
一、依本府104年8月26日府授都建字第10480791500號函副本轉本府104年8月25日府都

建字第10480770600號令辦理，並檢送該函及其附件影本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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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局秘書室（請刊登

地政法令月報）（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1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松山區公所等 

104.8.26府授都建字第10480791500號 
主旨：「臺北市建築物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檢附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費用補助要點」

業經本府以104年8月25日府都建字第10480770600號令發布訂定，並自104年9月1

日起生效，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一、檢附「臺北市建築物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檢附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費用補助要

點」乙份。 

二、申請網址：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網站(http://dba.gov.taipei)。 

三、請各區公所協助張貼於公告欄周知，並轉知各里辦公處配合辦理。 

附件2 
臺北市政府令 

104.8.25府都建字第10480770600號 
訂定「臺北市建築物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檢附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費用補助要點」，

自104年9月1日實施。 

附「臺北市建築物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檢附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費用補助要點」。 

臺北市建築物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檢附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 

費用補助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為配合「臺北市政府遏止新增違章建築處理措施」之施行，並落實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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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及減輕市民負擔，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所有權移轉登記，指因買賣、交換、贈與、信託辦理所有權登記者。 

三、 本要點之補助對象為民國一○四年九月一日起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其所有權人

於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檢附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者。但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及其後第一次所有權移轉登記者，不予補助。  

四、 每一建築物每次最高補助新臺幣三千元。 

五、 原建築物所有權人應於所有權移轉登記後一個月內檢附下列文件向臺北市政府都市

發展局(以下簡稱都發局)提出申請： 

(一) 申請書。 

(二) 開業建築師現勘檢查之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正本。 

(三) 身分證影本或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四) 支付開業建築師現勘檢查之費用證明文件 (統一發票或收據正本)。 

(五) 撥付補助款領據。 

(六) 申請撥付之金融帳戶封面影本。 

申請文件如有欠缺，都發局應通知申請人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後仍不符規

定者，駁回其申請。 

六、 申請補助費用，經都發局核定後，依領據所附匯款資料，撥付予申請人，申請人並

應依法申報所得稅。 

七、 都發局應定期辦理補助案件成果考核及效益評估。 

八、 申請人申請補助，對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及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

關責任。 

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都發局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准補助之部分或全部經費，並通知限

期繳回全部或一部之補助款，屆期不繳回者，依行政執行法規定辦理： 

(一) 以不實或無效之相關文件提出申請，或有其他隱匿不實或造假情事。 

(二) 檢附不實之支出憑證辦理核銷或有虛報、浮報之不實情事。 

(三) 其他違反本要點或相關法令規定之情事。 

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都發局得視情節輕重就申請人日後所申請之補助案不予受

理。 

十、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年度相關預算項下支應。 

十一、 本要點未規定者，依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

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十二、 本要點試辦二年，試辦期間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 

本府都市發展局函送「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表格（一式三份）

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4.8.28北市地籍字第10432481600號 

說明： 
一、依本府都市發展局104年8月26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0480785500號函副本辦理，並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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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該函及其附件影本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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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本局秘書室（請刊登

地政法令月報）（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1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等 

104.8.26北市都授建字第10480785500號 
主旨：檢送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表格（一式三份）乙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配合辦理。 

說明： 
一、依104年8月20日府都建字第10480759000號令及104年8月25日府都建字第

10480770600號令辦理。 

二、為配合「臺北市政府遏止新增違章建築處理措施」及「臺北市建築物辦理所有權

移轉登記檢附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費用補助要點」實施，有關開業建築師出具

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時，應出具一式三份，其中一份供辦理所有權登記用，一

份供申請補助用，一份供當事人留存。 

附件2 
臺北市政府令 

104.8.20府都建字第10480759000號 
訂定「臺北市政府遏止新增違章建築處理措施」，自104年9月1日實施。 

附「臺北市政府遏止新增違章建築處理措施」。 

臺北市政府遏止新增違章建築處理措施 

一、臺北市政府為維護公共安全、保障消費者權益、減少交易糾紛，並健全建築管理，

特訂定本措施。 

二、民國一○四年九月一日起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起造人或所有權人於申辦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或因買賣、交換、贈與、信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得檢附開

業建築師出具三個月內有效之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 

前項申請案件未檢附開業建築師出具之前項證明，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以下簡稱地所)應於登記完畢後一日內通報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以下

簡稱都發局)依法查察。 

三、開業建築師受起造人或建築物所有權人委託出具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時，應依使

用執照竣工圖，針對建築物專有部分及約定專用部分進行比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不予出具： 

(一) 陽台外牆拆除外推。 

(二) 陽台加窗或欄柵式防盜窗(防墜設施除外)。 

(三) 夾層違章建築。 

(四) 水平或垂直增建之違章建築。 

(五) 約定專用之露臺違章建築。 

建築師就屋頂及法定空地與竣工圖比對有違章建築時，並協助通報都發局

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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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都發局應於使用執照注意事項附表註記第二點規定事項。 

地所應配合於登記簿建物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加註：「嗣後建築物所有權

人於因買賣、交換、贈與、信託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得檢附開業建築師出具三

個月內有效之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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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執照號碼：   使字第      號                      使用執照發照日期：  年  月  日   

起造人/建築物所有權人： 

建築物門牌地址： 

建築物建號：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備註 

項目 有 無 勘查照片  

1、陽台外牆拆除外推     

2、陽台加窗或欄柵式防盜窗

(防墜設施除外) 

    

3、夾層違章建築     

4、水平或垂直增建之違章建築     

5、約定專用之露臺違章建築     

依臺北市政府 104 年 8 月 20 日府都建字第 10480759000號令辦理該建築物專有及約

定專用部分勘查，據以核發該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本證明自檢查日起三個月內有

效。 

勘查建築師 建築師開業証字號 

簽名或蓋章 

 

備註：勘查建築師不宜由該建築物之設計人或監造人擔任。 

 檢附資料：竣工圖/照片索引圖/勘查照片(標示勘查日期)/建築師開業證書及會員證影本 

地政機關-辦理所有權登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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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執照號碼：   使字第      號                      使用執照發照日期：  年  月  日   

起造人/建築物所有權人： 

建築物門牌地址： 

建築物建號：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備註 

項目 有 無 勘查照片  

1、陽台外牆拆除外推     

2、陽台加窗或欄柵式防盜窗

(防墜設施除外) 

    

3、夾層違章建築     

4、水平或垂直增建之違章建築     

5、約定專用之露臺違章建築     

依臺北市政府 104 年 8 月 20 日府都建字第 10480759000號令辦理該建築物專有及約

定專用部分勘查，據以核發該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本證明自檢查日起三個月內有

效。 

勘查建築師 建築師開業証字號 

簽名或蓋章 

 

備註：勘查建築師不宜由該建築物之設計人或監造人擔任。 

 檢附資料：竣工圖/照片索引圖/勘查照片(標示勘查日期)/建築師開業證書及會員證影本 

建管處-申請補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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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使用執照號碼：   使字第      號                      使用執照發照日期：  年  月  日   

起造人/建築物所有權人： 

建築物門牌地址： 

建築物建號： 

檢查項目 檢查結果 備註 

項目 有 無 勘查照片  

1、陽台外牆拆除外推     

2、陽台加窗或欄柵式防盜窗

(防墜設施除外) 

    

3、夾層違章建築     

4、水平或垂直增建之違章建築     

5、約定專用之露臺違章建築     

依臺北市政府 104 年 8 月 20 日府都建字第 10480759000號令辦理該建築物專有及約

定專用部分勘查，據以核發該建築物無違章建築證明，本證明自檢查日起三個月內有

效。 

勘查建築師 建築師開業証字號 

簽名或蓋章 

 

備註：勘查建築師不宜由該建築物之設計人或監造人擔任。 

 檢附資料：竣工圖/照片索引圖/勘查照片(標示勘查日期)/建築師開業證書及會員證影本 
 
 

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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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公證遺囑以電腦打字方式作成，是否符合民法第1191條規定

方式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4.8.4北市地籍字第10432207800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4年7月3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04279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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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化縣政府 

104.7.30內授中辦地字第1040427976號 
主旨：有關公證遺囑以電腦打字方式作成，是否符合民法第1191條規定方式1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法務部104年7月24日法律字第10403509100號函辦理（詳附件），並復貴府104

年6月11日府地籍字第1040186165號函。 

二、按民法第1194條代筆遺囑規定，所稱使見證人之一人筆記，可用電腦製作，以因

應資訊化社會需求，前經法務部101年12月21日法律字第10103109870號函釋有

案，並經本部參酌納入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66點規定「代筆遺囑，代筆人除

親自以筆書寫為之外，並得以電腦或自動化機器製作之書面代之。」茲因自民法

第1191條第1項及第1194條規定可知，公證遺囑之方式與代筆遺囑大同小異，均是

透過他人（公證人或代筆見證人），筆記遺囑人口述之遺囑意旨，故民法第1191

條第1項所稱由公證人筆記1節，可採與代筆遺囑相同之解釋，亦即所稱「筆記」

可以電腦打字方式或自動化機器製作。 

附件2 
法務部函  內政部 

104.7.24法律字第10403509100號 
主旨：有關公證遺囑以電腦打字方式作成，是否符合民法第1191條規定方式一案，復如

說明二，請查照參考。 

說明： 
一、復貴部104年6月2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0045881號函。 

二、按民法第1194條規定：「代筆遺囑，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

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讀…。」所稱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

因法律並未規定其筆記之方式，且代筆遺囑方式之制定，重在透過代筆見證人將

遺囑人之遺囑意旨以文字予以表明，故由代筆見證人親自以筆書寫固屬之，其由

代筆見證人起稿而後送打字者，亦應認已符筆記之法定方式，以符合社會現況，

故民法第1194條代筆遺囑規定，所稱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可用電腦製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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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資訊化社會需求，業經本部101年12月21日法律字第10103109870號函復貴部

在案。另自民法第1191條第1項及第1194條規定可知，公證遺囑之方式與代筆遺囑

大同小異（林秀雄，繼承法講義，2012年10月5版，第238頁；陳棋炎、黃宗樂、

郭振恭，民法繼承新論，2011年9月修訂7版，第274頁；戴炎輝、戴東雄，繼承法，

2003年2月17版，第266頁），均是透過他人（公證人或代筆見證人），筆記遺囑

人口述之遺囑意旨。從而，民法第1191條第1項所稱由公證人筆記一節，自可採與

上開代筆遺囑相同之解釋，亦即，所稱「筆記」可以電腦打字方式或自動化機器

製作。 
內政部函為有關土地稅法第31條之1修正後，地政機關釐正前次移

轉現值實務作業疑義1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4.8.10北市地價字第104139106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4年8月7日台內地字第1040429129號函辦理，並檢送上開號函影本

1份。 

二、副本抄送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104.8.7台內地字第1040429129號 

主旨：關於土地稅法第31條之1修正後，地政機關釐正前次移轉現值實務作業疑義1案，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地政局104年8月3日新北地價字第1041438384號函辦理。 

二、為利本(104)年7月1日土地稅法第31條之1修正增訂第3項規定之後續執行，地政機

關基於簡政便民，對於納入遺產總額之自益信託土地，得依民眾檢附遺產稅繳(免)

納證明書，將符合本項規定要件之信託土地前次移轉現值變更為繼承時之公告土

地現值，另得自行視需求於地價備註欄以代碼「14」(其他)註記相關內容。 

檢送本府委任本府地政局辦理「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

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所定本府權限公告1份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104.8.17府地籍字第10432012301號 

說明：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15條及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2條規定辦理。 

二、副本抄送本府地政局所屬所隊、本府地政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 

臺北市政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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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17府地籍字第10432012300號 

主旨：公告「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所定本府權限，

自中華民國104年9月16日起委任本府地政局辦理。 

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15條。 

二、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2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將「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所定有關本府

權限事項業務，自中華民國104年9月16日起委任本府地政局辦理。 

二、委任事項如下： 

（一）受理不動產糾紛案件調處申請事宜。（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

設置及調處辦法第13條規定） 

（二）委員聘派及執行秘書派兼事宜。（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

及調處辦法第3條及第4條規定） 

（三）辦理對外行文事宜。（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

第10條規定） 

（四）設置區域性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及其相關事宜。（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

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第12條規定） 

（五）通知補正及駁回調處案件。（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

處辦法第15條及第16條規定） 

（六）函復登記機關調處案件有無訴請法院審理事宜。（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

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第20條規定） 

（七）計收調處費用及退還調處費用事宜。（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

設置及調處辦法第21條規定） 

檢送本府委任本府地政局辦理地政士法第28條、第45條、第46條、

第48條、第49條、第50條、第51條、第51條之1所定業務權限公告

1份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政府秘書處 

104.8.20府地開字第10432174501號 

說明：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15條及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2條規定辦理。 

二、副本抄送本府地政局（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 

臺北市政府公告 

104.8.20府地開字第10432174500號 

主旨：公告地政士法第28條、第45條、第46條、第48條、第49條、第50條、第51條、第

51條之1所定本府業務權限，自中華民國104年9月1日起委任本府地政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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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一、行政程序法第15條。 

二、臺北市政府組織自治條例第2條。 
公告事項： 
一、本府依地政士法第28條、第45條、第46條、第48條、第49條、第50條、第51條、

第51條之1所定業務權限，自中華民國104年9月1日起委任本府地政局辦理。 

二、委任事項如下： 

（一）查詢或取閱地政士執行業務所為登記案件之有關文件（地政士法第28條）。 

（二）地政士懲戒委員會之設立、組織訂定及委員聘派；報請懲戒；懲戒處分之通知

與公告、報請備查及刊登公報等相關事宜（地政士法第45條、第46條、第48條）。 

（三）違反地政士法之裁處作業（地政士法第49條、第50條、第51條、第51條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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