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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為辦理赤柯山國有林地解編後作道

路使用之林業用地將來有撥用之需要，建請其分割不受土地法第

31條林業用地最小面積限制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5.3.23北市地測字第105112215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5年3月16日台內地字第1050406289號函辦理，並檢送前開號函影

本1份。 

二、副本抄送本局秘書室（請協助刊登法令月報）。 

附件 

內政部函  花蓮縣政府 
105.3.16台內地字第1050406289號 

主旨：關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為辦理赤柯山國有林地解編後作道路使用之林業用

地將來有撥用之需要，建請其分割不受土地法第31條林業用地最小面積限制1

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105年1月15日林政字第1051720145號函（函影本如

附件）辦理，兼復貴府105年2月22日府地測字第1050019708號函。 

二、按土地法第31條規定：「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於其管轄區內之土地，得斟

酌地方經濟情形，依其性質及使用之種類，為最小面積單位之規定，並禁止其再

分割。前項規定，應經中央地政機關之核准。」其旨在防止土地細分，影響經濟

效益。依前揭條文規定，土地使用最小面積單位禁止再分割之限制標準訂定及審

認，為各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權責。 

三、查各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已依上開規定為最小面積單位之規定有案者，如

政府機關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就上開已限制分割之土地，因部分依法變更為其他

用地使用需辦理分割者，其目的係在增進公共利益，促進土地有效利用，與最小

面積單位並限制再分割之情形不同，應不受上開規定之限制，本部87年12月24日

台內地字第8713136號函釋在案。至上開所稱政府機關申請受限於地方政府依土

地法第31條規定限制最小面積土地之分割案，是否係基於公共事業之需要？其目

的是否係在增進公共利益，促進土地有效利用？事屬具體個案事實認定範疇，各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應本於權責依法自行核處。 

四、關於旨揭赤柯山國有林地解編案，因作道路使用之林業用地後續有撥用需要，須

先辦理土地分割事宜1案，請貴府依上開說明辦理。 

五、副本抄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爾後類此案件，請配合照辦。又所訂土地使

用最小面積單位禁止再分割之限制標準，如涉有法令適用疑義，或其他事由經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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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審認並通盤檢討確有變更之必要時，再請敘明理由報請本部核准。 

內政部函為被繼承人○○鄭矮九所遺高雄市鳳山區○○段○○地

號土地涉及日據時期繼承登記疑義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5.3.7北市地登字第105109334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5年3月1日台內地字第1050404852號函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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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發本局地用科及秘

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1 
內政部函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105.3.1台內地字第1050404852號 
主旨：有關被繼承人鄭○○所遺高雄市鳳山區○○段○○地號土地涉及日據時期繼承登

記疑義一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法務部105年2月3日法律字第10503500940號函（如附件）辦理，兼復貴局104

年11月27日高市地政籍字第10433161700號函。 

二、案經函准法務部上開函略以：「……日據時期所謂『廢戶（家）』，係指除戶除

籍無人再繼任戶長，本案被繼承人鄭○○原為鳳山廳赤山里赤山庄土名赤山○○

番地之戶主，於大正6年6月14日（民國6年6月14日）為謝林○○之招夫，因婚姻

離家除戶並同日廢戶遷入謝孔○○戶內，故該家已廢戶，並無家之繼承存在，亦

無須再選定或推定戶主相續，與前開構成戶主喪失戶主權原因，而須開始家產繼

承之要件，兩者應屬有間。……另查現行司法實務亦有認為戶主因入贅遷入他戶

而廢戶，並不符合戶主繼承開始之原因，故於入贅時繼承尚未開始，而應於其死

亡時始為繼承開始，且招夫招婿以招家家族之身分，於出舍前死亡時，應依有關

因家族之死亡而開始之財產繼承之一般慣例處理，故應屬『私產繼承』，而非『家

產繼承』。」本部同意上開法務部意見，本案請依上開函意旨本於職權就具體個

案審認之。 

三、本部72年4月21日台（72）內地字第149248號函內容與前開規定未合，應予停止

適用。 

附件2 
法務部函  內政部 

105.2.3法律字第10503500940號 
主旨：有關被繼承人鄭○○所遺高雄市鳳山區赤山段○○號土地涉及日據時期繼承登記

疑義一案，復如說明二至四，請查照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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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復貴部104年12月10日台內地字第1040088810號函。 

二、按臺灣在日據時期本省人間之親屬及繼承事項不適用日本民法親屬、繼承編之規

定，而依當地之習慣決之(最高法院57年台上字第3410號判例參照)。次按日據時

期本省人財產繼承習慣，家產繼承因戶主喪失戶主權而開始；戶主喪失戶主權之

原因包括：(一)戶主之死亡。(二)戶主之隱居。(三)戶主之國籍喪失。(四)戶主

因婚姻或收養之撤銷而離家。(五)有親生男子之單身女戶主，未廢家而入他家為

妾(貴部所訂定「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2點；本部編印「臺灣民事習慣調查

報告」，93年5月版，第439頁至第441頁參照)。而日據時期所謂「廢戶(家)」係

指除戶除籍無人再繼任戶長，本案被繼承人鄭○○原為鳳山廳赤山里赤山庄土名

赤山○○番地之戶主，於大正6年6月14日(民國6年6月14日)為謝林○○之招夫，

因婚姻離家除戶並同日廢戶遷入謝孔○○戶內，故該家已廢戶，並無家之繼承存

在，亦無須再選定或推定戶主相續，與前開構成戶主喪失戶主權原因，而須開始

家產繼承之要件，兩者應屬有間。又貴部72年4月21日台(72)內地字第149248號

函所謂「…單身女戶主某甲既已繼承其夫某乙及其子某丙之遺產，又於昭和2年1

月15日廢戶並同日與某丁結婚而婚姻除戶，此種離家之事實核與前開之習慣尚屬

相當，自得認定為繼承開始之原因。…」之見解，亦宜再加斟酌(本部89年8月16

日(89)法律字第021583號函參照)。 

三、另查現行司法實務亦有認為戶主因入贅遷入他戶而廢戶，並不符合戶主繼承開始

之原因，故於入贅時繼承尚未開始，而應於其死亡時始為繼承開始，且招夫招婿

以招家家族之身分，於出舍前死亡時，應依有關因家族之死亡而開始之財產繼承

之一般慣例處理，故應屬「私產繼承」，而非「家產繼承」(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

院96年度上字第38號民事判決理由參照，本件判決並依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

217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 

四、又日據時期臺灣之家產制度，家產為家屬(包括家長在內)之共有財產，而非家長

個人所有之財產(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第378頁；本部104年2月24日法律字第

10403501520號函參照)。貴部本件來函說明二敘及：「家產為戶主所有之財產」，

其所參據之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第438頁係列述日本法院昭和5年再抗民字第4

號判例之見解，並非調查報告之見解，附此敘明。 

有關貴地政士函詢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後，嗣經法院調解成立，持

調解筆錄申辦登記所適用之登記原因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陳○○地政士 
105.3.18北市地登字第105306251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貴地政士105年1月10日函及本局105年1月19日北市地籍字第10500050400

號函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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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內政部86年7月7日台內地字第8606128號函釋略以，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

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

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同。」分別為民法第1148條

前段、第1151條所明定。故未辦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

非因申辦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後始有公同共有；故已辦妥公同共有繼承登記之土

地，仍為遺產，繼承人就遺產協議申辦分割登記或分別共有登記，應依繼承人之

申請。其以協議申辦遺產分割登記者，仍得以「分割繼承」為登記原因。另若因

繼承人間無法達成協議，仍得以法院之確定判決、和解筆錄或調解筆錄替代協議

分割。又土地經辦妥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後，嗣和解或調解筆錄成立之內容係依全

體繼承人之法定應繼分變更為分別共有，而未涉及所有權之移轉者，依內政部101

年7月1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003823號函釋規定，得以「共有型態變更」為登

記原因辦理登記。 

三、次查內政部訂頒之登記原因標準用語並無「調解分割繼承」，依內政部84年4月7

日台內地字第8405408號函釋規定，登記案件如屬特例，非經常辦理者，其登記

原因之填載，自行選用性質相類之現有「登記原因標準用語」。貴地政士代理申

請104年收件松山字第145010號登記案，該調解筆錄內容與繼承登記性質相類

似，得以「調解繼承」為登記原因辦理。惟類此辦竣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後，嗣經

調解或和解成立申辦登記所適用之登記原因，仍應視個案之調解、和解成立內

容，選用性質相類之現有登記原因標準用語辦理登記。 

四、副本抄送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本府修正「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部分規

定，並自105年4月15日起生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所隊 
105.3.28北市地開字第10530863200號 

說明： 
一、依本府105年3月25日府授財金字第10530358101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其附件

各1份。 

二、副本抄送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1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 

105.3.25府授財金字第10530358101號 
說明： 

一、旨揭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修正案，自105年4月15日起生效。 

二、檢附發布令影本、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各1份。 

附件2 
臺北市政府令 

105.3.25府財金字第10530358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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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部分規定，並自105年4月15日起生

效。 

附「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修正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修正條文

各1份。 

「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加速市有非公用土地以設定地上權方式辦理開發利用，本府已於 91 年 9 月 2 日

訂定「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明定依本要

點辦理設定地上權之市有非公用土地之條件、辦理方式、作業程序、地上權契約內容、

存續期間、權利金及地租之計算暨給付方式、土地使用限制、契約終止事由等作業程序，

又因應本府辦理設定地上權開發案件漸增，為配合實務運作之需要，並參考「國有非公

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之相關規定，前於 98 年 8 月 20 日及 103 年 2 月 26 日修

正本要點。 

  經參酌「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有關信託之相關規定，併同本局辦

理之設定地上權案件狀況及經驗，並應實務操作之需增訂信託條款及修正本要點其他規

範，俾供爾後案件遵循。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為期招標程序公開透明，刪除因政策需要，經本府專案核准者，得不以公開招標

方式辦理設定地上權之但書規定，爰與該但書有關之條文亦配合刪除、修正或點

次序配合調整。（修正現行條文第四點、刪除現行條文第六點、現行條文第七點至

第十四點次序調整、另 配合第四點但書規定之刪除，修正現行條文第九點、

第十一點及第十六點） 

二、為使地上權契約內容包含項目更完備，參酌「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

點」相關條款規定，新增訂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及預告登記項目，另酌作文字修

正。（修正現行條文第七點） 

三、配合登記作業實務，修正地上權存續期間。（修正現行條文第八點） 

四、為期權利金價值之評估合理周延，增加委託不動產估價業者家數進行鑑估。（修正

現行條文第九點）  

五、為避免地上權人或經其同意為使用之第三人未依地上權契約約定使用土地，爰規

定地上權人除須依都市計畫及其他法令規定使用土地外，並應符合約定用途。（修

正現行條文第十三點） 

六、參酌「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第二十點信託條款規定，以及相關設

定地上權案例，新增訂地上權人得將地上權及地上建物辦理信託之規定，以確保

機關權益，並避免履約爭議。（新增條文第十四點） 

七、參酌「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第二十一點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本

要點原第十五點第二款及第三款合併，以及原第六款前段文字刪除，後段文字作

修正。另參照內政部 96年 10 月 2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52983 號函釋意旨，擔

保債權確定期日係指足使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擔保債權歸於確定之特定日期，而依

修正後民法第八百八十一條之四規定之意旨，96 年 9 月 28 日以後之最高限額抵押

權僅許有確定期日之約定，不得再有存續期間之約定，以免誤為最高限額抵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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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之存續期間，致生效力上疑義，爰將原第五款抵押權「存續期間」修正為「擔

保債權確定期日」。（修正現行條文第十五點） 

八、參酌「國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第十二點、第二十二點第二款及第五

款規定及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八條規定，本要點原第五點第四、六款、

第十點、第十七點第二、四款及第十九點酌作文字修正。（修正現行條文第五點、

第十點、第十七點及第十九點） 

九、考量執行機關如有辦理評選之必要，得就投標人所提出之投資計畫書進行評選，

故新增第二項。（修正現行條文第二十點） 

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修正條文 

四、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案件，應以公開招標方式為之。 

五、執行機關辦理公開招標時，應依下列程序為之： 

   (一)擬訂土地設定地上權開發計畫。 

   (二)依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完成處分程序。 

   (三)擬訂投標須知、設定地上權契約等招標文件簽報本府核定。 

   (四)擬訂權利金底價提本府市有財產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財審會）審議。 

   (五)公告招標。 

   (六)簽訂設定地上權契約。 

   (七)辦理地上權設定登記。 

六、設定地上權契約內容應包含項目如下： 

  （一）雙方當事人。 

  （二）設定地上權之土地標示及面積。 

  （三）地上權存續期間。 

  （四）地上權權利金及給付方法。 

  （五）地租數額及計付方法。 

  （六）建物第一次登記及預告登記。 

  （七）土地用途及使用限制。 

  （八）土地、地上物出租、出借之限制。 

  （九）地上權與地上物之轉讓、信託及抵押權設定之限制。 

  （十）稅捐及規費負擔。 

  （十一）得終止契約之事由。 

  （十二）地上權消滅後地上物之處理。 

  （十三）違約罰則。 

  （十四）履約保證金。 

  （十五）其他經本府核定者。 

七、設定地上權之存續期間，不得逾五十年。但本要點一百零三年三月二十五日修正實

施前已依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完成處分程序者，不在此限。 

八、設定地上權應收取之權利金，應依下列規定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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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委託三家以上不動產估價業者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等相關法令規定查估。 

  （二）估定之權利金應提財審會審議。 

  （三）以財審會審定之金額為權利金底價，並以實際得標金額計收。 

九、依本要點辦理設定地上權應收取之權利金，以一次繳清為原則。但經執行機關評估

確有需要者，得簽報本府核准後採分期繳付方式辦理，並納入招標文件。 

十、地上權人得以地上權或地上建物，向金融機構辦理設定抵押權，融資繳納權利金、

履約保證金或與地上建物興建營運有關之資金用途款項。但地上建物設定抵押權

者，應連同地上權一併設定抵押權。 

    前項設定抵押權，應依第十五點規定辦理。 

十一、設定地上權應收取之地租，按當期土地公告地價年息百分之五計收。但合於臺北

市市有土地出租租金計收基準規定，得按租金額百分之六十計收者，依其規定。 

      前項地租，於公告地價調整時，隨同調整。 

十二、辦理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應限制地上權人或經其同意為使用之第三人須

依約定用途、都市計畫及其他法令規定使用土地，並不得將土地出租或出借供他

人建築使用。 

      地上權人如將土地或地上物出租或出借供他人為前項以外之使用者，其使用存續

期間之末日，不得在地上權存續期間末日之後。 

十三、地上權存續期間，執行機關不得同意地上權人將地上權或地上物之一部或全部讓

與他人。但經受讓人承諾繼受原地上權契約之各項權利義務，並願一併受讓地上

權及地上物之一部或全部，且報經本府核准者，不在此限。 

十四、地上權人於地上權存續期間向執行機關申請辦理地上權、地上建物信託者，應檢

附信託計畫及信託契約（草案），並經本府同意後，始得依核定之信託計畫辦理信

託。 

      前項信託計畫及信託契約（草案）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信託之受託人（即地上權之受讓人）為兼營信託業務之金融機構。 

     （二）以地上權人為信託之委託人及受益人。 

     （三）受託人承諾於信託期間繼受原設定地上權契約之各項權利義務，並願一併

受讓地上權及地上建物之全部。 

     （四）地上權應連同地上建物辦理信託。但無地上建物或地上建物未經登記，經

地上權人承諾於地上建物完成建築辦竣地上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次日

起三個月內辦理信託登記後，得僅先就地上權辦理信託。 

     （五）設定地上權契約應列為信託契約之一部分。 

     （六）信託契約之期限不得超過設定地上權契約存續期間。 

     （七）設定地上權契約終止、期間屆滿或因其他原因消滅時，信託契約應隨同終

止或消滅。 

      地上權人如有變更信託計畫內容，應經本府書面同意後，始得為之。 

十五、地上權存續期間，地上權人應依下列規定辦理抵押權設定，並應經執行機關同意： 

（一）抵押權人以依銀行法組織登記經營銀行業務之機構或依法設立之信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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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或保險公司為限。 

（二）地上權應連同地上建物共同擔保辦理抵押權設定。但無地上建物或地上建

物未經登記，經地上權人承諾於地上建物完成建築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之次日起三個月內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並就原設定部分辦理抵押權

內容變更登記，得僅先就地上權設定抵押權。 

（三）以地上權或地上建物供擔保之債權額度，按地上權人向抵押權人申請授信，

經抵押權人核發授信核定通知書或其他足以證明文件所核貸之金額為限。

以二者共同擔保者，以上述二者合計之核貸金額為限。 

（四）抵押權契約書約定之擔保債權確定期日及債權清償日期，不得在地上權存

續期間末日之後。 

（五）抵押權人應承諾，於地上權屆期消滅後，不論債權是否已獲得清償，均拋

棄其於建物之抵押權。 

（六）地上權人如應於地上建物興建完成後辦理部分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臺北

市之情形者，其對應土地持分之地上權及設定負擔應予塗銷。 

十六、地上權權利價值係指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之得標權利金。 

地上權以後年度之剩餘價值，按上開權利金乘以地上權剩餘月數占總月數之比例

估算。 

十七、設定地上權時應與地上權人約定，於地上權存續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執行

機關得終止契約，並塗銷地上權登記： 

      (一)地上權人未於公告之原定繳款期限內繳清權利金。 

      (二)地上權人或經其同意為使用之第三人未依都市計畫及其他法令規定使用土

地，或違反約定用途。 

      (三)地上權人將土地出租或出借供他人建築使用。 

      (四)地上權人未經本府事前書面同意擅將地上權或地上物之一部或全部讓與第

三人、辦理信託或設定抵押權。 

      (五)地上權人積欠地租金額達二年以上之總額。 

      (六)其他依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終止原因發生。 

十九、執行機關辦理設定地上權招標時，公告期間不得少於一個月，並將設定地上權契

約格式、投標須知提供投標人參考。 

      前項設定地上權契約格式及投標須知，由執行機關擬訂，陳報本府核定。 

二十、執行機關辦理開標時，以投標權利金最高標價者為得標人。如最高標價有二標以

上金額相同時，應重新比價決定得標人。 

      執行機關如有辦理評選之必要，得就投標人所提出之投資計畫書擇優選出計畫合

格投標人後，再辦理開啟價格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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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以設定地上權

方式加速市有非公用土

地之開發利用，特訂定

本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為以設定地上權

方式加速市有非公用

土地之開發利用，特訂

定本要點。 

本點未修正。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

府財政局（以下簡稱財

政局），執行機關為市有

非公用土地之管理機

關。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

府財政局（以下簡稱財

政局），執行機關為市

有非公用土地之管理

機關。 

本點未修正。 

三、依本要點辦理設定地上

權之市有非公用土地，

以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

以上，可供單獨建築使

用者為限。 

三、依本要點辦理設定地上

權 之 市 有 非 公 用 土

地，以面積在五百平方

公尺以上，可供單獨建

築使用者為限。 

本點未修正。 

四、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

上權案件，應以公開招

標方式為之。 

四、市有非公用土地辦理設

定地上權時，應以公開

招標方式為之。但因政

策需要，經本府專案核

准者，不在此限。 

為期招標程序公開透明，刪

除但書規定以避免爭議。 

五、執行機關辦理公開招標

時，應依下列程序為之： 

(一) 擬訂土地設定地上

權開發計畫。 

(二) 依土地法第二十五

條規定完成處分程

序。 

(三) 擬訂投標須知、設

定地上權契約等招

標文件簽報本府核

定。 

(四) 擬訂權利金底價提

本府市有財產審議

委員會（以下簡稱

財審會）審議。 

五、執行機關辦理公開招標

時，應依下列程序為

之： 

(一) 擬訂土地設定地

上權開發計畫。 

(二) 依土地法第二十五

條規定完成處分程

序。 

(三) 擬訂投標須知、設

定地上權契約等招

標文件簽報本府核

定。 

(四) 擬訂權利金底價提

本府市有財產審議

委員會（以下簡稱

1. 參照本市市有財產管理

自治條例第 8條規定，

修正第四款部分文字。 

2. 第六款文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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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 公告招標。 

(六) 簽訂設定地上權契

約。 

(七) 辦理地上權設定登

記。 

財審會）審定。 

(五) 公告招標。 

(六) 簽訂地上權契約。 

(七) 辦理地上權設定登

記。 

 六、依第四點但書規定專案

核准設定地上權時，應

由執行機關敘明政策

需要，擬具開發計畫、

設 定 地 上 權 契 約 草

案，專案簽報本府核

准，並依土地法第二十

五條規定完成處分程

序後，辦理簽約及設定

地上權事宜。 

配合原第四點但書規定之

刪除，本點刪除。 

六、設定地上權契約內容應

包含項目如下： 

  （一）雙方當事人。 

  （二）設定地上權之土地

標示及面積。 

  （三）地上權存續期間。 

  （四）地上權權利金及給

付方法。 

  （五）地租數額及計付方

法。 

  （六）建物第一次登記及

預告登記。 

  （七）土地用途及使用限

制。 

  （八）土地、地上物出租、

出借之限制。 

  （九）地上權與地上物之

轉讓、信託及抵

押權設定之限

制。 

七、地上權契約內容應包含

項目如下： 

（一）雙方當事人。 

（二）設定地上權之土地

標示。 

（三）地上權存續期間。 

（四）地上權權利金及給

付方法。 

（五）地租數額及計付方

法。 

（六）土地用途及使用限

制。 

（七）土地、地上物出

租、出借之限制。 

（八）地上權、地上物轉

讓及抵押權設定

之限制。 

（九）稅捐及規費負擔。 

（十）得撤銷地上權之事

由。 

1. 點次變更並文字酌作修

正。 

2. 第二款及第十一款文字

作修正。 

3. 參酌「國有非公用土地

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相關條款規定，新增第

六款。 

4. 配合第六款之新增，後

序款次順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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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稅捐及規費負擔。 

  （十一）得終止契約之事

由。 

  （十二）地上權消滅後地

上物之處理。 

  （十三）違約罰則。 

  （十四）履約保證金。 

  （十五）其他經本府核定

者。 

（十一）地上權消滅後地

上物之處理。 

（十二）違約罰則。 

（十三）履約保證金。 

（十四）其他經本府核定

者。 

七、設定地上權之存續期

間，不得逾五十年。但

本要點一百零三年三月

二十五日修正實施前已

依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

定完成處分程序者，不

在此限。 

八、設定地上權之存續期

間，自地上權登記完成

之日起算，不得逾五十

年。但本要點一百零三

年三月二十五日修正

實施前已依土地法第

二十五條規定完成處

分程序者，不在此限。 

1. 點次變更。 

2. 地上權登記完成日係地

政機關完成登簿作業之

日期，該日期非執行機

關可明確得知，爰修正

之。 

八、設定地上權應收取之權

利金，應依下列規定計

算： 

 （一）委託三家以上不動產

估價業者依不動產

估價技術規則等相

關法令規定查估。 

 （二）估定之權利金應提財

審會審議。 

 （三）以財審會審定之金額

為權利金底價，並以

實際得標金額計收。 

九、設定地上權應收取之權

利金，應依下列規定計

算： 

（一）委託不動產估價業

者依不動產估價

技術規則等相關

法令規定查估。 

（二）估定之權利金應提

財審會審定。 

  （三）公開招標者，以財

審會審定之金額

為權利金底價，並

以實際得標金額

計收。專案核准

者，以財審會審定

之金額為權利金。 

1. 點次變更，並酌作文字

修正。 

2. 增加委託 3家以上不動

產估價業者進行鑑估，

以期權利金價值之評估

合理周延。 

3. 配合原第四點但書規定

之刪除，本點第三款「公

開招標者」及後段文字

予以刪除。 

九、依本要點辦理設定地上

權應收取之權利金，以

十、依本要點辦理設定地上

權應收取之權利金，以

1. 點次變更。 

2. 文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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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次繳清為原則。但經

執行機關評估確有需要

者，得簽報本府核准後

採分期繳付方式辦理，

並納入招標文件。 

一次繳清為原則。但經

執行機關評估確有需要

者，得簽報本府核准後

採分期付款方式辦理。 

 

十、地上權人得以地上權或

地上建物，向金融機構

辦理設定抵押權，融資

繳納權利金、履約保證

金或與地上建物興建營

運有關之資金用途款

項。但地上建物設定抵

押權者，應連同地上權

一併設定抵押權。 

   前項設定抵押權，應依第

十五點規定辦理。 

十一、地上權人得以地上權

或地上建物，向金融

機構辦理設定抵押

權，融資繳納權利

金、履約保證金或與

地上建物興建營運

有關之資金用途款

項。但地上建物設定

抵押權者，應連同地

上權一併設定抵押

權。 

前項設定抵押權，應

依第十五點規定辦

理。 

      前二項規定，於依第

四點但書規定專案核

准設定地上權者，準

用之。 

1. 點次變更。 

2. 本點配合原第四點但書

規定之刪除，第三項文

字內容予以刪除。 

十一、設定地上權應收取之

地租，按當期土地公

告地價年息百分之五

計收。但合於臺北市

市有土地出租租金計

收基準規定，得按租

金額百分之六十計收

者，依其規定。 

      前項地租，於公告地

價調整時，隨同調

整。 

 

十二、設定地上權應收取之

地租，按當期土地公

告地價年息百分之

五計收。但合於臺北

市市有土地出租租

金計收基準規定，得

按租金額百分之六

十計收者，依其規

定。 

      前項地租，於公告地

價調整時，隨同調

整。 

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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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二、辦理市有非公用土地

設定地上權，應限制

地上權人或經其同意

為使用之第三人須依

約定用途、都市計畫

及其他法令規定使用

土地，並不得將土地

出租或出借供他人建

築使用。 

      地上權人如將土地或

地上物出租或出借供

他人為前項以外之使

用者，其使用存續期

間之末日，不得在地

上權存續期間末日之

後。 

十三、辦理市有非公用土地

設定地上權，應限制

地上權人或經其同

意為使用之第三人

須依都市計畫等相

關法令規定使用土

地，並不得將土地出

租或出借供他人建

築使用。 

      地上權人如將土地

或地上物出租或出借

供他人為前項以外之

使用者，其使用存續

期間之末日，不得在

地上權存續期間末日

之後。 

1. 點次變更。 

2. 為避免地上權人或經其

同意為使用之第三人未

依約定用途使用土地，

爰規定除須依都市計畫

及其他法令規定使用土

地外，並應符合約定用

途。 

 

十三、地上權存續期間，執

行機關不得同意地上

權人將地上權或地上

物之一部或全部讓與

他人。但經受讓人承

諾繼受原地上權契約

之各項權利義務，並

願一併受讓地上權及

地上物之一部或全

部，且報經本府核准

者，不在此限。 

十四、地上權存續期間，執

行機關不得同意地

上權人將地上權或

地上物之一部或全

部讓與他人。但經受

讓人承諾繼受原地

上權契約之各項權

利義務，並願一併受

讓地上權及地上物

之一部或全部，且報

經本府核准者，不在

此限。 

點次變更。 

十四、地上權人於地上權存

續期間向執行機關申

請辦理地上權、地上建

物信託者，應檢附信託

計畫及信託契約（草

案），並經本府同意

後，始得依核定之信託

 1. 新增條文。 

2. 參酌「國有非公用土地

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相關信託條款規定，以

及相關設定地上權案

例，新增訂定市有土地

地上權人得將地上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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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計畫辦理信託。 

前項信託計畫及信託

契約（草案）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 信託之受託人

（即地上權之

受讓人）為兼

營信託業務之

金融機構。 

（二） 以地上權人為

信託之委託人

及受益人。 

（三） 受託人承諾於

信託期間繼受

原設定地上權

契約之各項權

利義務，並願

一併受讓地上

權及地上建物

之全部。 

（四） 地上權應連同

地上建物辦理

信託。但無地

上建物或地上

建 物 未 經 登

記，經地上權

人承諾於地上

建物完成建築

辦竣地上建物

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之次日起

三個月內辦理

信託登記後，

得僅先就地上

權辦理信託。 

地上物辦理信託之要

件，包括受託人之資

格、受託人須繼受原地

上權契約之各項權利義

務等，以確保機關權

益，並避免履約爭議。 



15 

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 設定地上權契

約應列為信託

契 約 之 一 部

分。 

（六） 信託契約之期

限不得超過設

定地上權契約

存續期間。 

（七） 設定地上權契

約終止、期間

屆滿或因其他

原因消滅時，

信託契約應隨

同 終 止 或 消

滅。 

地上權人如有變更

信託計畫內容，應經

本府書面同意後，始

得為之。 

十五、地上權存續期間，地

上權人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抵押權設定，並

應經執行機關同意： 

(一)抵押權人以依銀行

法組織登記經營銀

行業務之機構或依

法設立之信用合作

社或保險公司為

限。 

(二)地上權應連同地上

建物共同擔保辦理

抵押權設定。但無

地上建物或地上建

物未經登記，經地

上權人承諾於地上

十五、地上權存續期間，地

上權人應依下列規

定 辦 理 抵 押 權 設

定，並應經執行機關

同意： 

（一）抵押權人以依銀行

法組織登記經營

銀行業務之機構

或依法設立之信

用合作社或保險

公司為限。 

（二）地上權應連同地上

建物共同擔保辦

理抵押權設定。但

地上無已登記之

建物時，不在此

1. 參酌「國有非公用土地

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第二十一點第二款規

定，原第二款及第三款

合併，後序款次前移。 

2. 參照內政部 96 年 10 月

2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52983 號函釋意

旨，擔保債權確定期日

係指足使最高限額抵押

權之擔保債權歸於確定

之特定日期，而依修正

後民法第 881 條之 4 規

定之意旨，96 年 9 月 28

日以後之最高限額抵押

權僅許有確定期日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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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建物完成建築辦竣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之次日起三個

月內辦理抵押權設

定登記，並就原設

定部分辦理抵押權

內容變更登記，得

僅先就地上權設定

抵押權。 

(三)以地上權或地上建

物供擔保之債權額

度，按地上權人向

抵押權人申請授

信，經抵押權人核

發授信核定通知書

或其他足以證明文

件所核貸之金額為

限。以二者共同擔

保者，以上述二者

合計之核貸金額為

限。 

(四)抵押權契約書約定

之擔保債權確定期

日及債權清償日

期，不得在地上權

存續期間末日之

後。 

(五)抵押權人應承諾，

於地上權屆期消滅

後，不論債權是否

已獲得清償，均拋

棄其於建物之抵押

權。 

(六)地上權人如應於地

上建物興建完成後

限。 

（三）僅就地上權設定抵

押權者，地上權人

應承諾於地上建

物完成建築辦竣

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後，三個月內辦

理擔保物增加之

抵押權內容變更

登記，使地上權連

同地上建物共同

抵押擔保。 

（四）以地上權或地上建

物供擔保之債權

額度，按地上權人

向抵押權人申請

授信，經抵押權人

核發授信核定通

知書或其他足以

證明文件所核貸

之金額為限。以二

者共同擔保者，以

上述二者合計之

核貸金額為限。 

（五）抵押權契約書約定

之抵押權存續期

間之末日及債權

清償日期，不得在

地上權存續期間

末日之後。 

（六）抵押權契約書約定

之抵押權存續期

間之末日及債權

清償日期，距地上

權期限屆滿之日

定，不得再有存續期間

之約定，以免誤為最高

限額抵押權本身之存續

期間，致生效力上疑

義。爰將原第五款抵押

權「存續期間」修正為

「擔保債權確定期日」。 

3. 參酌「國有非公用土地

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第二十一點第四款規

定，原第六款前段文字

刪除，後段文字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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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辦理部分建物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臺北

市之情形者，其對

應土地持分之地上

權及設定負擔應予

塗銷。 

不滿五年者，抵押

權人應承諾，於地

上權消滅後，不論

債權是否已獲得

清償，均拋棄其於

建物之抵押權。 

（七）地上權人如應於地

上建物興建完成

後辦理部分建物

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臺北市之情形

者，其對應土地持

分之地上權及設

定負擔應予塗銷。 

十六、地上權權利價值係指

公開招標設定地上權

之決標權利金。 

     地上權以後年度之剩

餘價值，按上開權利金

乘以地上權剩餘月數

占總月數之比例估算。 

十六、地上權權利價值係指

公開招標設定地上

權之得標權利金，或

專案核准設定地上

權之核定權利金。 

      地上權以後年度之

剩餘價值，按上開權

利金乘以地上權剩

餘月數占總月數之

比例估算。 

配合原第四點但書規定之

刪除，第一項後段文字內容

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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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七、設定地上權時應與地

上權人約定，於地上

權存續期間，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執行機

關得終止契約，並塗

銷地上權登記： 

(一) 地上權人未於公告

之原定繳款期限內

繳清權利金。 

(二) 地上權人或經其同

意為使用之第三人

未依都市計畫及其

他法令規定使用土

地，或違反約定用

途。 

(三) 地上權人將土地出

租或出借供他人建

築使用。 

(四) 地上權人未經本府

事前書面同意擅將

地上權或地上物之

一部或全部讓與第

三人、辦理信託或設

定抵押權。 

(五) 地上權人積欠地租

金額達二年以上之

總額。 

(六) 其他依法令規定或

契約約定之終止原

因發生。 

十七、設定地上權時應與地

上權人約定，於地上

權存續期間，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執行機

關得終止契約，並塗

銷地上權登記： 

(一) 地上權人未於公告之

原定繳款期限內繳清

權利金。 

(二) 地上權人或經其同意

為使用之第三人未依

都市計畫相關法令規

定使用土地。 

(三) 地上權人將土地出租

或出借供他人建築使

用。 

(四) 地上權人未經執行機

關事前書面同意擅將

地上權或地上物之一

部或全部讓與第三人

或設定抵押權。 

(五) 地上權人積欠地租金

額達二年以上之總

額。 

(六) 其他依法令規定或契

約約定之終止原因發

生。 

1. 酌作文字修正。 

2. 參酌「國有非公用土地

設定地上權作業要點」

第二十二點第二款及第

五款規定，修正第二款

及第四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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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八、地上權消滅後，執行

機關應視地上建物狀

況，通知地上權人依

下列方式辦理： 

(一) 地上建物尚有使用

價值者，其所有權應

無償移轉登記為市

有。 

(二) 地上建物無使用價

值者，地上權人應自

行拆除地上物。 

依前點第六款前段

規定終止契約，塗銷

地上權登記時，如不

可歸責於地上權人

者，執行機關應依第

十六點地上權剩餘

價值及雙方同意之

鑑價機構就該地上

建物所為之鑑價補

償地上權人。鑑價費

用由執行機關負擔。 

十八、地上權消滅後，執行

機關應視地上建物

狀況，通知地上權人

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 地上建物尚有使用

價值者，其所有權應

無償移轉登記為市

有。 

(二) 地上建物無使用價

值者，地上權人應自

行拆除地上物。 

依前點第六款前段

規定終止契約，塗銷

地上權登記時，如不

可歸責於地上權人

者，執行機關應依第

十六點地上權剩餘

價值及雙方同意之

鑑價機構就該地上

建物所為之鑑價補

償地上權人。鑑價費

用由執行機關負擔。 

本點未修正。 

十九、執行機關辦理設定地

上權招標時，公告期

間不得少於一個月，

並將設定地上權契約

格式、投標須知提供

投標人參考。 

      前項設定地上權契約

格式及投標須知，由

執行機關擬訂，陳報

本府核定。 

十九、執行機關辦理設定地

上權招標時，公告期

間 不 得 少 於 一 個

月，並將地上權契約

格式、投標須知提供

投標人參考。 

      前項地上權契約格

式及投標須知，由執

行機關擬訂，陳報本

府核定。 

文字酌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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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非公用土地設定地上權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十、執行機關辦理開標

時，以投標權利金最

高標價者為得標人。

如最高標價有二標以

上金額相同時，應重

新比價決定得標人。 

執行機關如有辦理評

選之必要，得就投標

人所提出之投資計畫

書擇優選出計畫合格

投標人後，再辦理開

啟價格標作業。 

二十、執行機關辦理開標

時，以投標權利金最

高標價者為得標人。

如最高標價有二標以

上金額相同時，應重

新比價決定得標人。 

 

考量執行機關如有辦理評

選之必要，得就投標人所提

出之投資計畫書進行評

選，故新增第二項。 

二十一、執行機關於完成開

標後，應依投標須

知規定期限與得標

人辦理簽約及申辦

設定地上權登記，

並應依契約及相關

法令規定善盡管理

責任。 

二十一、執行機關於完成開

標後，應依投標須

知規定期限與得

標人辦理簽約及

申辦設定地上權

登記，並應依契約

及相關法令規定

善盡管理責任。 

本點未修正。 

內政部函釋有關公司法人申辦法人合併或分割登記之原因發生日

期及申請期限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5.3.16北市地登字第10530680800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5年3月1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50408507號函辦理，並檢附該函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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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台北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及本局秘書室（請刊登

地政法令月報）（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等 
105.3.11內授中辦地字第105040850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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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重行規定公司法人申辦法人合併或分割登記之原因發生日期及申請期限如說明

二，請查照轉行。 

說明： 
一、依據經濟部105年1月4日經商字第10402143200號、105年2月1日經商字第

10502001250號函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5年3月8日金管銀法字第10500031690

號函辦理。 

二、按公司法人申辦法人分割登記之申請期限，前經本部配合企業併購法之修正，以

104年12月1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11238號函釋「自主管機關核定分割基準日

起6個月內為之；未有分割基準日者，自主管機關核准之日起6個月內為之。」惟

嗣經濟部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前揭號函表示，公司合併(分割)基準日之訂

定，屬公司營運策略之決策範疇，應由公司董事會決議訂定，尚非其審核合併或

分割案准駁事項，爰其核准函並未均繕載合併或分割基準日。故為符公司法人合

併(分割)實務，有關公司法人申辦法人合併或分割登記之原因發生日期及申請期

限，重行規定如下：(一)原因發生日期：以公司變更登記表或相關董事會會議決

議文件所載之合併或分割基準日為原因發生日期。(二)申請期限：自合併或分割

基準日起6個月內為之。 

內政部同意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申

請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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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4北市地權字第10530626100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5年3月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500148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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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不動產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05.3.3內授中辦地字第10500148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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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2月22日（105）代銷全字第1050222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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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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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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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同意新竹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申請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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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4北市地權字第10530670900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5年3月1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50018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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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105.3.10內授中辦地字第10500181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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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3月4日（105）竹市房仲字第0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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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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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同意崑山科技大學申請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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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0北市地權字第105308479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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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內政部105年3月23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018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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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崑山科技大學 
105.3.23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01803號 

主旨：貴校申請認可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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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貴校105年3月18日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認可申請書辦理。 

二、本次認可貴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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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校辦理專業訓練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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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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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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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檢送登記原因標準用語農育權期間屆滿規定之修正令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5.3.17北市地登字第10530684500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5年3月1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020053號函辦理，並檢附該函及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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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臺北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及本局資訊室、秘書室

（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等 

105.3.14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020053號 
主旨：檢送「登記原因標準用語」農育權期間屆滿規定之修正令（含附件）1份，請查

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有關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地設定之農育權5年期間屆滿後，依山坡地保育利用條

例第37條規定取得所有權之登記，請以登記原因用語「農育權期間屆滿」，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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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辦理。 

附件2 
內政部令 

105.3.14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02005號 
修正「登記原因標準用語」農育權期間屆滿規定，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登記原因標準用語」農育權期間屆滿規定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農育權期間屆滿修正規定 

登 
記 
原 
因 

（代碼） 

 

意

 
 
 
 

義

 

土 
地 
標 
示 
部 

建 
物 
標 
示 
部 

所
有
權
部

 

土
地
建
物

 
他
項
權
利
部

 

土
地
建
物

 

 

備

 
 
 
 

註

 

農育權期

間屆滿

（FD） 

因農育權期間屆滿依法

律規定取得所有權所為

之登記。 

  ˇ  

代碼註記： 

【 0600001--*-

Y60】 

修正「臺北市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檢查及聯繫作業要點」，並自

即日起生效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等 
105.3.17府授地權字第10530666000號 

說明： 
一、檢附「臺北市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檢查及聯繫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及條文各1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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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檢查及聯繫作業要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本要點前經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以八十三年十一月四日（八三）府地

三字第八三○七一六三二號函訂頒，以九十四年十月四日（九四）府地三字第○九四二

二五三二五○○號函頒修正第四點，嗣以九十五年六月二日（九五）府地三字第○九五

三一四五六八○○號函頒修正，前後歷經二次修正。現因本府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府

法三字第一○○三四三六三五○○號令修正發布之「臺北市政府地政局組織規程」已將

原「地政處」名稱修正為「地政局」，另本市中正區、萬華區及大同區已無三七五租約

及本府地政局一○四年三月三日北市地資字第一○四三○三八六五○○號函通知各機

關「地政整合資料庫查詢系統」停止使用，為免日後資訊服務系統名稱變更而須修正，

爰刪除資料庫查詢系統名稱，並作文字修正。另「耕地三七五租約辦理註銷、終止、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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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登記情形統計表」統計項目內容業已涵蓋「耕地三七五租約檢查項目統計表」，爰刪

除「耕地三七五租約檢查項目統計表」。 

臺北市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檢查及聯繫作業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強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

之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為依本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辦竣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者。 

三、本要點所定之檢查工作，其辦理期間為每年九月一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由本府地政局訂定進度執行之。 

四、租約登記之檢查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本市各區公所（中正、萬華及大同區除外，以下簡稱區公所）檢查人員應就租約

副本所載出租人、承租人、土地標示資料詳細填註於耕地三七五租約檢查表（如

附件一）相關「原」欄內後，並查詢地籍資料之資訊系統，自行上網逐筆核對土

地標示及出租人（土地所有權人、管理人或典權人）資料後，將異動結果填註於

上開檢查表相關「現」欄內，並加以蓋章，其標示及權屬未異動者，仍應註明未

異動。 

（二）檢查人員應就下列項目逐筆檢查，並就檢查果分別填註於租約檢查表檢查項目欄

內。 

1.耕地仍由承租人繼續耕作且出租人及標示未異動者。 

2.承租人不自任耕作或將耕地之全部或一部轉租他人者。 

3.承租人承買或承典其租約內全部耕地者。 

4.耕地之全部經政府徵收或收購者。 

5.耕地之全部滅失者。 

6.已無租佃事實者。 

7.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者。 

8.承租人放棄耕作權者。 

9.地租積欠達二年之總額者。 

10.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者。 

11.耕地租約期滿出租人收回耕地者。 

12.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者。 

13.出租人將出租耕地之一部或全部轉讓或出典與第三人者。 

14.出租人死亡，由繼承人繼承其出租耕地者。 

15.承租人承買或承典其租約內耕地之一部者。 

16.承租人死亡，由現有耕作能力之繼承人繼承耕作者。 

17.耕地分割、合併實施市地重劃、地籍圖重測或其他標示變更者。 

18.耕地之一部滅失者。 

19.耕地之一部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者。 

20.出租人收回耕地之一部者。 

21.承租人放棄耕作權之一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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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耕地之一部因政府徵收或收購者。 

23.耕地分戶分耕者。 

（三）耕地租約經檢查有前款第二目至第六目情形之一者，區公所應依據本市耕地租約

登記自治條例及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規定辦理租約註銷登記。 

（四）耕地租約經檢查有第二款第七目至第十二目情形之一者，區公所應依本市耕地租

約登記自治條例及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規定辦理租約終止登記。 

（五）耕地租約經檢查有第二款第十三目至第二十三目情形之一者，區公所應依本市耕

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及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規定辦理租約變更登記。 

（六）區公所應將辦理租約註銷、終止及變更登記結果，填註於耕地三七五租約檢查表

「辦理註銷、終止或變更登記情形」欄內。 

（七）區公所耕地三七五租約檢查表填註完竣後，應依據該表編製「耕地三七五租約辦

理註銷、終止、變更登記情形統計表」（附件二）二份，除一份自存外，一份送

本府地政局備查。 

五、租約登記之檢查由區公所主辦三七五租約登記人員負責，並由本府地政局指派人員

予以抽查。 

六、租約登記之聯繫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市各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地政事務所）於受理耕地所有權移轉、典權登記、

分割、合併或地目變更登記案件，應先審核有無訂立三七五租約之簽註後再行辦

理登記。 

（二）地政事務所就已訂有三七五租約之耕地於辦竣前款登記後，應即將異動情形以地

籍異動通知書通報耕地所在地區公所及本府地政局依本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

例及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等有關規定辦理租約註銷、終止或變更登記。 

（三）凡經重劃地區之三七五出租耕地，重劃機關應將訂有三七五租約耕地之重劃前後

對照清冊通報所在地區公所及本府地政局依本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及耕地

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等有關規定辦理租約變更、終止或註銷登記。 

（四）凡經辦理重測地區，本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以下簡稱土地開發總隊），應於

重測地區奉核確定後，將辦理重測地區範圍通知所在地區公所，由各該區公所清

查範圍內訂有三七五租約之耕地地段、地號等相關資料列冊通知土地開發總隊。

土地開發總隊應於依土地法第四十六條之三規定公告確定後，繕造重測前、後土

地標示清冊通知耕地所在地區公所對重測地區訂有三七五租約之耕地，依本市耕

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及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要點等有關規定辦理租約變更登

記，公共設施保留地逕為分割者，比照辦理。 

七、執行本要點所需經費，應由本府地政局、區公所、地政事務所分別編列預算支應之。 

臺北市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檢查及聯繫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臺北市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檢

查及聯繫作業要點 

臺北市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檢

查及聯繫作業要點 

名稱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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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加強臺北市（以下

簡稱本市）耕地三七五租

約登記之管理，特訂定本

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

府）為加強耕地三七五租

約登記之管理，特訂定本

要點。 

酌作文字修正。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為依本市

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辦

竣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

者。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為依本市

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辦

竣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

者。 

本點未修正 

三、本要點所定之檢查工作，

其辦理期間為每年九月一

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由本府地政局訂定

進度執行之。 

三、本要點所定之檢查工作，

其辦理期間為每年九月一

日起至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由本府地政處訂定

進度執行之。 

依本府一○○年十二月十八

日府法三字第一○○三四三六

三五○○號令修正發布之「臺

北市政府地政局組織規程」，

原地政處名稱修正為地政局，

爰配合將「地政處」名稱修正

為「地政局」。 

四、租約登記之檢查應依下列

程序辦理： 

（一）本市各區公所（中正、

萬華及大同區除外，以

下簡稱區公所）檢查人

員應就租約副本所載出

租人、承租人、土地標

示資料詳細填註於耕地

三七五租約檢查表（如

附件一）相關「原」欄

內後，並查詢地籍資料

之資訊系統，自行上網

逐筆核對土地標示及出

租人（土地所有權人、

管理人或典權人）資料

後，將異動結果填註於

上開檢查表相關「現」

欄內，並加以蓋章，其

標示及權屬未異動者，

仍應註明未異動。 

（二）檢查人員應就下列項目

逐筆檢查，並就檢查結

果分別填註於租約檢查

表檢查項目欄內。 

四、租約登記之檢查應依下列

程序辦理： 

（一）本市各區公所（以下簡

稱區公所）檢查人員應

就租約副本所載出租

人、承租人、土地標示

資料詳細填註於耕地三

七五租約檢查表（如附

件一）相關「原」欄內

後，經向市政資料庫或

地政整合資料庫申請許

可，自行上網逐筆核對

土地標示及出租人（土

地所有權人、管理人或

典權人）資料後，將異

動結果填註於上開檢查

表相關「現」欄內，並

加以蓋章，其標示及權

屬未異動者，仍應註明

未異動。 

（二）檢查人員應就下列項目

逐筆檢查，並就檢查結

果分別填註於租約檢查

表檢查項目欄內。 

1. 依本府一○○年十二月十

八日府法三字第一○○三

四三六三五○○號令修正

發布之「臺北市政府地政

局組織規程」，原地政處

名稱修正為地政局，爰配

合將「地政處」名稱修正

為「地政局」。 

2. 本市中正區、萬華區及大

同區已無私有耕地三七五

租約，無需辦理檢查工

作，爰配合修正。 

3. 本府地政局一○四年三月

三日北市地資字第一○四

三○三八六五○○號函通

知各機關「地政整合資料

庫 查 詢 系 統 」 停 止 使

用，，且為免日後資訊服

務系統名稱變更而需修

正，爰修正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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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耕地仍由承租人繼續

耕作且出租人及標示

未異動者。 

2.承租人不自任耕作或

將耕地之全部或一部

轉租他人者。 

3.承租人承買或承典其

租約內全部耕地者。 

4.耕地之全部經政府徵

收或收購者。 

5.耕地之全部滅失者。 

6.已無租佃事實者。 

7.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

人者。 

8.承租人放棄耕作權者。 

9.地租積欠達二年之總

額者。 

10.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

非耕地使用者。 

11.耕地租約期滿出租人

收回耕地者。 

12.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

年不為耕作者。 

13.出租人將出租耕地之

一部或全部轉讓或出

典與第三人者。 

14.出租人死亡，由繼承

人繼承其出租耕地

者。 

15.承租人承買或承典其

租約內耕地之一部

者。 

16.承租人死亡，由現有

耕作能力之繼承人繼

承耕作者。 

17.耕地分割、合併實施

市地重劃、地籍圖重

測或其他標示變更

者。 

18.耕地之一部滅失者。 

19.耕地之一部經依法編

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

1.耕地仍由承租人繼續

耕作且出租人及標示

未異動者。 

2.承租人不自任耕作或

將耕地之全部或一部

轉租他人者。 

3.承租人承買或承典其

租約內全部耕地者。 

4.耕地之全部經政府徵

收或收購者。 

5.耕地之全部滅失者。 

6.已無租佃事實者。 

7.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

人者。 

8.承租人放棄耕作權者。 

9.地租積欠達二年之總

額者。 

10.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

非耕地使用者。 

11.耕地租約期滿出租人

收回耕地者。 

12.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

年不為耕作者。 

13.出租人將出租耕地之

一部或全部轉讓或出

典與第三人者。 

14.出租人死亡，由繼承

人繼承其出租耕地

者。 

15.承租人承買或承典其

租約內耕地之一部

者。 

16.承租人死亡，由現有

耕作能力之繼承人繼

承耕作者。 

17.耕地分割、合併實施

市地重劃、地籍圖重

測或其他標示變更

者。 

18.耕地之一部滅失者。 

19.耕地之一部經依法編

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

4. 配合法制作業程序文字修

正。 

5. 「耕地三七五租約辦理註

銷、終止、變更登記情形

統計表」統計項目內容業

已涵蓋「耕地三七五租約

檢查項目統計表」內容，

爰刪除「耕地三七五租約

檢查項目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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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 

20.出租人收回耕地之一

部者。 

21.承租人放棄耕作權之

一部者。 

22.耕地之一部因政府徵

收或收購者。 

23.耕地分戶分耕者。 

（三）耕地租約經檢查有前款

第二目至第六目情形之

一者，區公所應依據本

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

例及耕地三七五租約清

理要點規定辦理租約註

銷登記。 

（四）耕地租約經檢查有第二

款第七目至第十二目情

形之一者，區公所應依

本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

條例及耕地三七五租約

清理要點規定辦理租約

終止登記。 

（五）耕地租約經檢查有第二

款第十三目至第二十三

目情形之一者，區公所

應依本市耕地租約登記

自治條例及耕地三七五

租約清理要點規定辦理

租約變更登記。 

（六）區公所應將辦理租約註

銷、終止及變更登記結

果，填註於耕地三七五

租約檢查表「辦理註

銷、終止或變更登記情

形」欄內。 

（七）區公所耕地三七五租約

檢查表填註完竣後，應

依據該表分別編製「耕

地三七五租約檢查項目

統計表」（附件二）及「耕

地三七五租約辦理註

銷、終止、變更登記情

用者。 

20.出租人收回耕地之一

部者。 

21.承租人放棄耕作權之

一部者。 

22.耕地之一部因政府徵

收或收購者。 

23.耕地分戶分耕者。 

（三）耕地租約經檢查有前款

第 2 目至第 6 目情形之

一者，區公所應依據本

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

例及耕地三七五租約清

理要點規定辦理租約註

銷登記。 

（四）耕地租約經檢查有第(2)

款第7目至第12目情形

之一者，區公所應依本

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

例及耕地三七五租約清

理要點規定辦理租約終

止登記。 

（五）耕地租約經檢查有第(2)

款第 13 目至第 23 目情

形之一者，區公所應依

本市耕地租約登記自治

條例及耕地三七五租約

清理要點規定辦理租約

變更登記。 

（六）區公所應將辦理租約註

銷、終止及變更登記結

果，填註於耕地三七五

租約檢查表「辦理註

銷、終止或變更登記情

形」欄內。 

（七）區公所耕地三七五租約

檢查表填註完竣後，應

依據該表分別編製「耕

地三七五租約檢查項目

統計表」（附件二）及「耕

地三七五租約辦理註

銷、終止、變更登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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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統計表」（附件二）各

二份，除一份自存外，

一份送本府地政局備

查。 

形統計表」（附件三）各

二份，除一份自存外，

一份送本府地政處備

查。 

五、租約登記之檢查由區公所

主辦三七五租約登記人員

負責，並由本府地政局指

派人員予以抽查。 

五、租約登記之檢查由區公所

主辦三七五租約登記人員

負責，並由本府地政處指

派人員予以抽查。 

依本府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府法三字第一○○三四三六三

五○○號令修正發布之「臺北

市政府地政局組織規程」，原

地政處名稱修正為地政局，爰

配合將「地政處」名稱修正為

「地政局」。 

六、租約登記之聯繫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本市各地政事務所（以

下簡稱地政事務所）於

受理耕地買賣所有權移

轉、典權登記、分割、

合併或地目變更登記案

件，應先審核有無訂立

三七五租約之簽註後再

行辦理登記。 

（二）地政事務所就已訂有三

七五租約之耕地於辦竣

前款登記後，應即將異

動情形以地籍異動通知

書通報耕地所在地區公

所及本府地政局依本市

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

及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

要點等有關規定辦理租

約註銷、終止或變更登

記。 

（三）凡經重劃地區之三七五

出租耕地，重劃機關應

將訂有三七五租約耕地

之重劃前後對照清冊通

報所在地區公所及本府

地政局依本市耕地租約

登記自治條例及耕地三

七五租約清理要點等有

關規定辦理租約變更、

六、租約登記之聯繫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本市各地政事務所（以

下簡稱地政事務所）於

受理耕地買賣所有權移

轉、典權登記、分割、

合併或地目變更登記案

件，應先審核有無訂立

三七五租約之簽註後再

行辦理登記。 

（二）地政事務所就已訂有三

七五租約之耕地於辦竣

前款登記後，應即將異

動情形以地籍異動通知

書通報耕地所在地區公

所及本府地政處依本市

耕地租約登記自治條例

及耕地三七五租約清理

要點等有關規定辦理租

約註銷、終止或變更登

記。 

（三）凡經重劃地區之三七五

出租耕地，重劃機關應

將訂有三七五租約耕地

之重劃前後對照清冊通

報所在地區公所及本府

地政處依本市耕地租約

登記自治條例及耕地三

七五租約清理要點等有

關規定辦理租約變更、

1. 所有權移轉涵涉範圍較

廣，爰做文字修正。 

2. 依本府一○○年十二月十

八日府法三字第一○○三

四三六三五○○號令修正

發布之「臺北市政府地政

局組織規程」，原地政處

名稱修正為地政局，爰配

合將「地政處」名稱修正

為「地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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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或註銷登記。 

（四）凡經辦理重測地區，本

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以下簡稱土地開發總

隊），應於重測地區奉核

確定後，將辦理重測地

區範圍通知所在地區公

所，由各該區公所清查

範圍內訂有三七五租約

之耕地地段、地號等相

關資料列冊通知土地開

發總隊。土地開發總隊

應於依土地法第四十六

條之三規定公告確定

後，繕造重測前、後土

地標示清冊通知耕地所

在地區公所對重測地區

訂有三七五租約之耕

地，依本市耕地租約登

記自治條例及耕地三七

五租約清理要點等有關

規定辦理租約變更登

記，公共設施保留地逕

為分割者，比照辦理。 

終止或註銷登記。 

（四）凡經辦理重測地區，本

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總隊

（以下簡稱土地開發總

隊），應於重測地區奉核

確定後，將辦理重測地

區範圍通知所在地區公

所，由各該區公所清查

範圍內訂有三七五租約

之耕地地段、地號等相

關資料列冊通知土地開

發總隊。土地開發總隊

應於依土地法第四十六

條之三規定公告確定

後，繕造重測前、後土

地標示清冊通知耕地所

在地區公所對重測地區

訂有三七五租約之耕

地，依本市耕地租約登

記自治條例及耕地三七

五租約清理要點等有關

規定辦理租約變更登

記，公共設施保留地逕

為分割者，比照辦理。 

七、執行本要點所需經費，應

由本府地政局、區公所、

地政事務所分別編列預算

支應之。 

七、執行本要點所需經費，應

由本府地政處、區公所、

地政事務所分別編列預算

支應之。 

依本府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府法三字第一○○三四三六三

五○○號令修正發布之「臺北

市政府地政局組織規程」，原

地政處名稱修正為地政局，爰

配合將「地政處」名稱修正為

「地政局」。 

本局訂定之「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各地政事務所網路申請地

籍謄本及相關資料作業要點」，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 
105.3.3北市地資字第10530376300號 

說明： 
一、依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42條規定辦理。 

二、副本抄送臺北市議會及本局土地登記科、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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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停止適用「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不動產經紀業業務查處作業要點」

自即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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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9北市地權字第10530585100號 

本局105年2月22日北市地登字第10530386000號令修正「臺北市政

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預約諮詢專案協助作業原則」部分條

文，自105年3月10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5.3.10北市地登字第10530659600號 

說明： 
一、檢送旨揭令及其附件影本各1份。 

二、副本抄送臺北市議會、本府法務局，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以

上均含附件）。 

附件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令 
105.2.22北市地登字第10530386000號 

修正「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預約諮詢專案協助』作業原則」，名稱修

正為「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預約諮詢專案協助作業原則」，自中

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十日實施。 

附修正「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預約諮詢專案協助作業原則」。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預約諮詢專案協助 

作業原則 

一、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協助民眾自行向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以下

簡稱各所）辦理地政類申請案，提供完整諮詢服務，藉此節省民眾委託辦理之支出

花費，達成有感便民、利民之服務目標，特訂定本作業原則。 

二、凡民眾願自行申辦坐落於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之下列申請案，可先行向各所預

約專案協助： 

（一）土地或建物登記、測量申請案。 

（二）新制三類謄本申請案。 

（三）英文不動產權利登記證明申請案。 

（四）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登記申請書及其附件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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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約專案協助之作業程序規定如下： 

(一)預約方式可以電話、傳真或網路預約： 

１、電話預約：民眾於各所上班時間撥打預約諮詢專線（或撥打一九九九轉接），

說明欲諮詢項目等資訊，俾排定諮詢日期及時段。 

２、傳真預約：民眾填寫諮詢預約單（附件一），或註明姓名、電話、諮詢項目、

預約諮詢日期及時段後傳真至地政事務所。 

３、網路預約：民眾以電子郵件夾帶填妥之諮詢預約單，或於郵件中註明姓名、電

話、諮詢項目、預約諮詢日期及時段傳送地政事務所。 

(二)諮詢時段為上班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中午亦提供諮詢服務），

為兼顧資源共享及公平性原則，以每人三十分鐘為原則。 

(三)各所受理預約後應辦事項如下： 

１、各所接收預約後，應記錄於「受理預約諮詢紀錄表」（附件二），如預約內容不

明確者，應先聯繫預約人確認後再行排定諮詢服務日期及時段。 

２、通知相關業務課依案件性質排定適當人員受理諮詢。 

(四)各所提供諮詢服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受諮詢人員預先備妥相關資料於排定時程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２、諮詢服務地點以獨立空間為宜，以提升服務品質。 

３、受諮詢人員於受理諮詢後應詢問民眾是否需要後續電話服務，並記錄於紀錄

表，如不需後續電話服務，即完成諮詢服務。如需後續電話服務，則依諮詢內

容區分申辦案件諮詢或法令諮詢，作業方式如下: 

(１)申辦案件諮詢：諮詢人員於五日後進行後續電話服務，如該案件已送件，

即完成諮詢服務；如未送件，且民眾仍有疑義，則由諮詢人員先於電話中

協助處理，如無法以電話方式立即處理者，則另行排定時間再次進行諮詢

服務。 

(２)法令諮詢：諮詢人員於五日後進行後續電話服務，如民眾無其他疑義，即

完成諮詢服務；如民眾仍有疑義，則由諮詢人員先於電話中協助處理，如

無法以電話方式立即處理者，則另行排定時間再次進行諮詢服務。 

四、本作業原則之作業流程圖如附件三 

內政部訂定「地政機關與國稅稽徵機關橫向聯繫作業原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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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1北市地登字第105109663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5年3月3日台內地字第1050405639號函辦理，並檢附該函及附件

影本1份。 

二、副本抄送本局地價科；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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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內政部函  財政部等 
105.3.36台內地字第1050405639號 

主旨：檢送「地政機關與國稅稽徵機關橫向聯繫作業原則」一份，自即日生效，請轉知

所屬並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基於簡政便民，並強化機關間橫向聯繫，以提升政府行政效能，前經本部於104

年間邀請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直轄市政府與部分縣（市）政府之稅捐稽徵機

關、地政機關召開2次會議研商並獲致決議，建立各地政機關與國稅稽徵機關間

之橫向聯繫作業方式，並經參採相關機關意見後研訂旨揭原則。 

二、為便利執行，各地區國稅局得參閱附表之各地政機關窗口一覽表，聯繫土地所在

登記機關辦理。 

地政機關與國稅稽徵機關橫向聯繫作業原則 

一、為建立各地政機關與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分局及其所屬稽徵所或服務處（以下簡

稱國稅稽徵機關），因受理民眾申請或申報案件，有需查證國稅稽徵或地政事項時

之橫向聯繫作業方式，以達簡政便民，提升政府服務效能之目標，特訂定本原則。 

二、地政機關受理土地登記申請案件，如有需要辦理遺產稅及贈與稅案件之查證事項，

得向原核發證明文件之國稅稽徵機關辦理，其作業方式如下： 

(一)以土地登記申請案件所附遺產稅及贈與稅之稅款繳清證明書、核定免稅證明書

、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書（以下分

別簡稱遺產稅各項證明書及贈與稅各項證明書），所列申請登記標的之地段、

地號、建號或門牌等標示與地籍資料不符者，或土地登記名義人、納稅義務人

等姓名與戶籍資料不符者為限，其所稱「資料不符者」係指資料有誤寫、誤繕

情事。 

(二)地政機關受理土地登記申請案件後，由承辦人員填明聯繫單（參考表一「地政

機關與國稅稽徵機關橫向聯繫單（範例）」），經相關人員核章後，與遺產稅或

贈與稅各項證明書併同傳真至原核發證明文件之國稅稽徵機關之窗口人員。 

(三)前款國稅稽徵機關之窗口人員接獲聯繫單後，經承辦人員查明後，依相關規定辦

理。承辦人員將查證之結果填載於聯繫單，並由相關人員核章後，傳真回復地政

機關。 

(四)第一款資料之查證事項，經原核發證明文件之國稅稽徵機關回復有疑義者，或

回復後經地政機關審認仍有疑義者，地政機關應請申請人依相關規定補正。 

(五)如經地政、國稅稽徵機關協定以更便捷方式(須符合公文程式條例相關規定)執

行者，得依其協定方式辦理。 

三、國稅稽徵機關受理申報遺產稅及贈與稅案件，如有需要查證地政資料，得向土地所

在地之地政機關辦理，其作業方式如下： 

(一)以查證下列資料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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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無法經由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查詢平台查詢之土地、建物登記資料。 

2.繼承登記申請書所附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協議事項、再轉繼承人死亡日

期或相關記載內容。 

3.信託專簿記載內容。 

4.第一次規定地價日期、原規定地價。 

(二)國稅稽徵機關受理申報案件後，由承辦人員填明聯繫單（參考表二「國稅稽徵

機關與地政機關橫向聯繫單（範例）」），經相關人員核章後，傳真至土地所在

地之地政機關之窗口人員。 

(三)前款地政機關之窗口人員接獲聯繫單後，經查非屬該機關之檔案，應將前款聯

繫單移送檔案之保管機關；經承辦人員查明後，依相關規定辦理。承辦人員將

查證之結果填載於聯繫單，並由相關人員核章後，傳真回復國稅稽徵機關。 

(四)如經地政、國稅稽徵機關協定以更便捷方式(須符合公文程式條例相關規定)執

行者，得依其協定方式辦理。 

四、本原則規定之作業方式如衍生相關費用，應於提供資料前告知，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五、提供之資料，涉有個人資料者，應管控資訊安全，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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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地政機關與國稅稽徵機關橫向聯繫單(範例) 
國稅 

稽徵

機關 

財政部_____國稅局______分局、_______稽徵所、__________服務處 

地政

機關 

_____市、縣______地政事務所 

_____市、縣地政局 

連絡電話：           分機 

傳真電話： 

收件號：     年      字第         號 

承辦人（職章）： 

課(股)長（職章）： 

查詢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地政

機關 

查證

事項 

□贈與稅各項證明書 

案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遺產稅各項證明書 

案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標的資料 

土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門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登記名義人或納稅義務人：__________ 

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 

□所列申請登記標的之地段、地號、建

號或門牌與地籍資料不符 

□所列土地登記名義人、納稅義務人等

姓名與戶籍資料不符 

國稅 

稽徵

機關 

回復

內容 

連絡電話： 

 

承辦人(職章)： 

 

 

課（股）長（職章）： 

 

 

回復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傳真  □遺產稅□贈與稅  □稅款繳清證明書□核定免稅證

明書□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

書□同意移轉證明書，內容不符部分業經更正認章，

更正內容詳如回傳影本。 
傳真  □遺產稅□贈與稅  □稅款繳清證明書□核定免稅證

明書□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

書□同意移轉證明書，內容不符部分無法以聯繫方式

更正。 
原因：                         

註： 

一、遺產稅各項證明書指遺產稅稅款繳清證明書、核定免稅證明書、不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或
同意移轉證明書；贈與稅各項證明書指贈與稅稅款繳清證明書、核定免稅證明書、不計入
贈與總額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書。 

二、各項證明書所列申請標的與本聯繫單所填標的不一致時，以本聯繫單所填為準。 
三、國稅稽徵機關回傳之更正認章內容影本，僅為釐正資料內容，非取代原核發之證明文件，

如申請人欲取得更正後證明文件，請其洽原核發證明文件之國稅稽徵機關申請。 
四、本次查證事項如衍生相關費用，國稅稽徵機關應於提供資料前告知地政機關，並依相關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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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國稅稽徵機關與地政機關橫向聯繫單(範例) 

地政

機關 

______市、縣______地政事務所 

______市、縣地政局 

國稅 

稽徵

機關 

財政部_______國稅局________分局、 

________稽徵所、__________服務處 

連絡電話：           分機 

傳真電話： 

案號： 

承辦人（職章）： 

課(股)長（職章）： 

查詢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國稅 

稽徵

機關 

查證

事項 

□無法經由地政資訊網際網路查詢平

台查詢之土地、建物登記資料 

  (查證內容：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繼承登記申請書所附繼承系統表、

遺產分割協議事項、再轉繼承人死

亡日期或相關記載內容 

□信託專簿記載內容 

□第一次規定地價日期、原規定地價 

 

□標的資料 

土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物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登記名義人：_____________________ 

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土地登記申請書收件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登記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政 

機關 

回復

內容 

回復機關：_______地政事務所 

連絡電話： 

 

承辦人(職章)： 

 

 

課(股)長（職章）： 

 

 

回復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查證結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詳如傳真回復______________影本 

□第一次規定地價日期________________ 

□原規定地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無法提供，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一、國稅稽徵機關查證事項以受理申報遺產稅及贈與稅案件為限。 
二、土地所在地之地政機關受理後，如非屬該機關之檔案，應將聯繫單移送檔案之保管機關，

並於「地政機關回復內容」欄位填寫回復機關名稱。 
三、本次查證事項如衍生相關費用，地政機關應於提供資料前告知國稅稽徵機關，並依相關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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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國稅稽徵機關橫向聯繫各地政機關之窗口一覽表 

地政機關 電話 傳真 備註 

新北市政府 

板橋地政事務所 02-29611126 分機 420 02-29629098 地籍課 

中和地政事務所 02-22470101 分機 131 02-22473420 登記課 

三重地政事務所 02-29886336 分機 124 02-29716316 登記課 

新店地政事務所 02-29172969 分機 112 02-29146720 登記課 

新莊地政事務所 02-22779245 分機 105 02-22768413 登記課 

樹林地政事務所 02-26808001 分機 121 02-26808018 登記課 

汐止地政事務所 02-2642-1621 分機 133 02-26485331 登記課 

淡水地政事務所 

02-26219645 

分機 103 或 120 
02-26221779 登記課 

瑞芳地政事務所 

02-24974106 

分機 110 或 111 
02-24968910 登記課 

臺北市政府 

地政局 02-2728 分機 7414 02-27202068 地價科 

松山地政事務所 

02-27230711 

分機 303、313 
02-27238597  

古亭地政事務所 02-29355369 分機 321 02-29332778  

建成地政事務所 02-23062122 分機 322 02-23062783  

士林地政事務所 02-28812483 分機 118 02-28831213  

中山地政事務所 02-25022881 分機 104 02-25060993  

大安地政事務所 02-27548900 分機 327 02-27056533  

桃園市政府 

桃園地政事務所 

03-3695588 分機 102 03-3693603 登記課 

03-3695588 分機 305 03-3693733 地價課 

中壢地政事務所 03-4917647 分機 124 03-4935314 登記課 

大溪地政事務所 

03-3874211 分機 102 03-3873670 登記課 

03-3874211 分機 306 03-3886482 地價課 

蘆竹地政事務所 

03-3525337 分機 113 03-3521391 登記課 

03-3525337 分機 305 03-3521393 地價課 

楊梅地政事務所 03-4783115 分機 115 03-4758076 登記課 

八德地政事務所 03-3667478 分機 405 03-3669431 登記課 

平鎮地政事務所 03-4570461 分機 123 03-4280365 登記課 

臺中市政府 

中山地政事務所 04-22242195 分機 116 04-22205946 
 

中正地政事務所 04-22372388 分機 111 04-22303191 
 

中興地政事務所 04-23276841 分機 123 04-23276937 
 

太平地政事務所 

04-23933800 分機 121 04-23920701 第一課 

04-23933800 分機 302 04-23920772 第三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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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 電話 傳真 備註 

大里地政事務所 04-24818870 分機 119 04-24816755 
 

大甲地政事務所 04-26867125 分機 131 04-26871104 
 

東勢地政事務所 04-25886008 分機 29 04-25876171 
 

清水地政事務所 

04-26237141 分機 137 
04-26227218 

第一課 

04-26237141 分機 138 第一課 

雅潭地政事務所 

04-25336490 分機 102 04-25334936 第一課 

04-25336490 分機 305 04-25335361 第三課 

龍井地政事務所 04-26367150 分機 109 04-26367483 
 

豐原地政事務所 04-25263188 分機 138 04-25260547 
 

臺南市政府 

臺南地政事務所 
06-2978860 分機 6100 06-2994512 登記課 

06-2978860 分機 6300 06-2978793 地價課 

東南地政事務所 06-2694153 06-2680448 
 

安南地政事務所 
06-2559317 

分機 153 或 152 

06-2569284 或

06-2569313  

鹽水地政事務所 

06-6522491 

分機 105 或 106 
06-6520103 登記課 

06-6522491 分機 307 06-6520104 地價課 

白河地政事務所 06-6852251 分機 111 06-6831954 
 

麻豆地政事務所 
06-5722045 分機 121 06-5726557 登記課 

06-5724325 06-5726554 地價課 

佳里地政事務所 
06-7226178 分機 103 06-7212481 登記課 

06-7212485 分機 305 06-7212483 地價課 

新化地政事務所 06-5974823 分機 138 06-5980349 
 

玉井地政事務所 
06-5742049 分機 112 06-5741169 登記課 

06-5745116 分機 305 06-5741169 地價課 

歸仁地政事務所 
06-3308377 分機 188 06-2304924 登記課 

06-3308377 分機 310 06-2303529 地價課 

永康地政事務所 
06-2328565 分機 123 06-2043022 登記課 

06-2328565 分機 303 06-2043024 地價課 

高雄市政府 

鹽埕地政事務所 07-5216680 分機 102 07-5212005  

前鎮地政事務所 07-8116565 分機 100 07-8410753  

三民地政事務所 07-3225674 07-3165320  

新興地政事務所 07-2385026 分機 68 07-2373672  

楠梓地政事務所 07-3521212 分機 102 07-3526990  

鳳山地政事務所 07-7400111 分機 101 07-7400176  

岡山地政事務所 07-6212383 分機 125 07-6221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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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 電話 傳真 備註 

旗山地政事務所 07-6612039 分機 102 07-6625151  

仁武地政事務所 07-3720110 分機 117 07-3712501  

路竹地政事務所 07-6971051 分機 103 07-6963736  

美濃地政事務所 07-6819425 分機 110 07-6819431  

大寮地政事務所 07-7881801 分機 129 07-7870694  

宜蘭縣政府 
宜蘭地政事務所 03-9324140 分機 130 03-9354116 

 
羅東地政事務所 03-9551181 分機 130 03-9543527 

 

新竹縣政府 

竹北地政事務所 03-5512203 分機 101 03-5512212 
 

竹東地政事務所 03-5957789 分機 136 03-5957148 
 

新湖地政事務所 03-5903588 分機 103 03-5902564 
 

苗栗縣政府 

苗栗地政事務所 

037-331201 分機 133 037-331205 登記課 

037-331201 分機 303 037-3355428 地價課 

頭份地政事務所 037-672051 分機 127 037-690266 
 

銅鑼地政事務所 037-984131 分機 113 037-983264 
 

竹南地政事務所 

037-468860 分機 116 037-461415 登記課 

037-468860 分機 307 037-482205 地價課 

通霄地政事務所 

037-757261 分機 117 037-750143 登記課 

037-757263 分機 201 037-750143 地價課 

大湖地政事務所 037-994101 分機 118 037-990248 
 

南投縣政府 

南投地政事務所 049-2223328 049-2241031 
 

埔里地政事務所 049-2983980 分機 119 049-2980816 
 

草屯地政事務所 049-2334128 049-2323217 
 

竹山地政事務所 049-2642125 049-2653460 
 

水里地政事務所 049-2772135 049-2775217 
 

彰化縣政府 

彰化地政事務所 04-7222612 分機 102 04-7266139 
 

員林地政事務所 

04-8320310 分機 109 04-8364754 登記課 

04-8320310 分機 305 04-8375091 地價課 

田中地政事務所 04-8742622 分機 111 04-8755424 
 

北斗地政事務所 04-8882034 分機 109 04-8870537 
 

二林地政事務所 04-8964793 分機 117 04-8950336 
 

溪湖地政事務所 

04-8813119 分機 107 04-8856202 登記課 

04-8813119 分機 210 04-8816949 地價課 

鹿港地政事務所 04-7771375 分機 6107 04-7764563 
 

和美地政事務所 04-7552217 分機 120 04-7557434 
 

雲林縣政府 
斗南地政事務所 05-5322172 分機 135 05-5375672 

 
虎尾地政事務所 05-6322070 分機 11 05-632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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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機關 電話 傳真 備註 

西螺地政事務所 05-5862028 分機 103 05-5861238 
 

北港地政事務所 05-7836196 分機 104  05-7820175 
 

斗六地政事務所 05-5322172 分機 135 05-5375672 
 

台西地政事務所 05-6980579 分機 113  05-6980558 
 

嘉義縣政府 

朴子地政事務所 05-3792074 分機 111 05-3705246 
 

大林地政事務所 

05-2651110 分機 116 05-2652614 登記課 

05-2651110 分機 318 05-2652603 地價課 

水上地政事務所 05-2680681 分機 115 05-2680688 
 

竹崎地政事務所 05-2614835 分機 112 05-2612570 
 

屏東縣政府 

屏東地政事務所 

08-7325253 分機 125 
08-7337550 

登記課 

08-7325253 分機 232 地價課 

潮州地政事務所 08-7895238 分機 416 08-7883121 
 

東港地政事務所 08-8331400 分機 106 08-8353177 
 

里港地政事務所 08-7752007 分機 14 08-7759452 
 

枋寮地政事務所 08-8788168 分機 125 08-8782475 
 

恆春地政事務所 08-8894247 分機 212 
08-8897223 

 
08-8895153 

 

花蓮縣政府 

花蓮地政事務所 03-8225135 分機 106 03-8225874 
 

鳳林地政事務所 03-8571633 分機 102 03-8761107 
 

玉里地政事務所 03-8883171 分機 112 03-8880001 
 

臺東縣政府 

臺東地政事務所 089-229611 089-237516 
 

關山地政事務所 089-813543 089-810430 
 

成功地政事務所 089-851936 089-854072 
 

太麻里地政事務所 089-781814 089-783403 
 

澎湖縣政府 澎湖地政事務所 06-9272009 分機 101 06-9278443 
 

基隆市政府 

安樂地政事務所 02-24324001 分機 123 02-24323017 
 

信義地政事務所 

02-24235600 分機 112 02-24261110 地籍課 

02-24235600 分機 316 02-24212644 地價課 

新竹市政府 新竹市地政事務所 03-5325121 分機 140 03-5339723 
 

嘉義市政府 嘉義市地政事務所 05-2246501 分機 102 05-2224371 
 

連江縣政府 連江地政事務所 0836-23265 0836-23270 
 

金門縣政府 金門縣地政局 082-321177 分機 120 082-326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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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查核各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測量及資訊

業務要點」，並自105年3月25日實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5.3.21北市地登字第10530723600號 

說明：依本局105年3月16日北市地登字第10530625500號函辦理。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查核各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測量及資訊業務要點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十二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68)府地一字第一五八四七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八十年九月三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80)北市地一字第三三二三九號函修正發布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87)北市地一字第八七二０七七五三００號函修正發

布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89)北市地一字第八九二二六六一六００號函修正發

布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六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1)北市地一字第０九一三三０六六二００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六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2)北市地一字第０九二三三一五二三０一號函修正第

二點、第三點、第四點、第六點及第九點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4)北市地一字第０九四三０三四八一００號函修正附

件二、附件三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5)北市地一字第０九五三０四七０五００號函修正

(原名稱：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土地登記及測量業務查核改進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三月十五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5)北市地一字第０九五五三０六七三二００號函修正

附件格式一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五月十七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6)北市地一字第０九六三一二五０七００號函修正第

一點至第六點、第九點及附件格式一、三、四至八、十一，並增訂格式十四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八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8)北市地一字第０九八三一六二四四００號函修正，並自

即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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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九九三０七三五五００號函修正

第九點，並自即日起實施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月二十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99)北市地籍字第０九九三二八００四００號函修正第

三點、第六點、第七點及格式一、格式十一、格式十二 

中華民國一０一年一月二十日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1）北市地籍字第一０一三０一三六六００號函修正，

並自函頒日起實施（原名稱：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查核各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測量及資訊業務要點） 

中華民國一０三年三月二十七日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3）北市地籍字第一０三三０九一八三００號函修

正第二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第九點及格式五至十一，並自一０三年四月十八日實施 

中華民國一０四年五月一日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4）北市地籍字第一０四三一一八三八００號函修正第

四點、第六點及格式九，並自一０四年五月五日實施 

中華民國一０四年十二月九日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4）北市地籍字第 10433270700 號函修正第九點，並

自一０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實施 

中華民國一０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臺北市政府地政局（105）北市地登字第 10530723600               號

函修正第一點、第三點、第四點、第六點、第八點、第九點，並自一０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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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以下簡稱本局）為加強各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各所）辦理土

地登記、測量及資訊業務，提高行政效率，建立完整查核制度，特訂定本要點。 

二、各所受理土地登記案件應確實注意下列規定： 

(一)登記原因須依登記原因標準用語，每一登記原因應賦予一收件號，若有逕為登

記事項，應填具土地逕為登記書（格式一）另行收件辦理。 

(二)審核人員應先行利用查詢系統，就申請案件相關內容核對各項地籍資料，檢查

案件內容是否與地籍檔案內之土地建物標示、所有權及他項權利資料相符，並

注意各部別權利關係。 

(三)審核登記內容，依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規範（以下簡稱系統規

範）等規定，於申請書適當欄位或契約書內填註登記名義人之登記次序、他項

權利檔號、權利人連前或殘餘持分等資料，如建號有整編者須配合填註新建

號，以利登記。 

(四)查詢登記資料時，如發現原登記錯誤或遺漏者，應依規定程序辦理更正登記，

若屬建檔錯誤或遺漏者，應填具土地建物逕為更正測量登記案件簽辦單辦理。

前開逕為更正登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登記權利人。 

(五)同一申請案件，須辦理二種以上之登記事項者，由審查人員填具土地建物註記

或塗銷註記登記收件單（格式二），透過收件程序辦理異動。 

(六)各級承辦人員在審查意見欄，應先審查後，於登記申請書「本案處理經過情形」

欄填寫審查意見。如准予登記，決行人員並應加蓋決行章。承辦與決行同為一

人時，並加註「兼代為決行」。各級承辦人員如有不同意見時，應填具登記案

件退件單（格式三）退回初審人員。 

(七)複審人員對補正、駁回案件應確實審核補正通知書稿或駁回通知書稿內容，如

其理由與規定不符或文義不清者，應不予核定並輔導初審人員改進辦理。 

(八)同一申請案件需補正事項如經分別二次以上通知補正或不應補正、駁回而予通

知補正、駁回者，審查人員應予議處，或列入年終考核。但其二次補正之原因

歸責於申請人者，不在此限。 

(九)登記案件之補正通知書稿、駁回通知書稿及查調之相關資料應併案，依收件編

號順序歸檔。 

(十)審查人員因調原案或研議案情或屬大宗之登記案件，未能依規定期限處理完竣

者，應依臺北市政府文書處理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十一)土地登記案件於登記完畢拆件後，應依收件編號順序歸檔。 

(十二)各所受理案件如屬跨所登記案件時，應切實依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

事務所辦理跨所登記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三、土地測量案件應確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測量案件經審查需補正者，應填發補正通知書，如經二次以上補正或通知補

正、駁回不當者，應予議處，或列入年終考核。但其二次補正之原因歸責於申

請人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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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駁回案件應填具駁回通知書稿並依收件編號順序歸檔。 

(三)土地鑑界及分割複丈案件，應以圖根點、補助點、界址點或地籍調查表作為依

據，於現場嚴密控制施測。鑑界測定之界址點應由申請人及到場之關係人當場

認定，並在複丈圖上簽名或蓋章，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測量員應於土地複丈

圖及土地複丈成果圖載明其事由。 

(四)複丈圖應依地籍圖或圖解地籍圖數值化成果調製，將其鄰接四週之適當範圍內

之經界線及附近圖根點、道路中心樁，精密移繪於圖紙上，謄繪時並將界線彎

曲，鄰接圖廓線等情形繪明之。以數值法辦理地籍測量之地區，其土地複丈應

以數值法為之，並應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四十六條規定準備有關資料。 

(五)複丈成果需訂正地籍圖者，應同時辦理數值化成果修檔作業，地籍圖訂正及複

丈圖整理，應以二號線寬０．一公釐繪製，其誤差不得超過０．二公釐，並依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四十四條規定辦理。 

(六)土地第一次登記之測量之計算面積，應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一百五十一條規

定辦理；土地複丈之計算面積，應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四十三條規定辦

理。 

(七)鑑定界址時，複丈人員應先實地測定所需鑑定之界址點位置，協助申請人埋設

界標，並應於複丈圖上註明界標名稱，編列界址號數，及註明關係位置，其鑑

定界址結果，應核發土地複丈成果圖。 

(八)受理再鑑界申請案件應確實依相關規定檢測無誤後，連同申請書、檢測資料及

前次複丈資料函送本局辦理。 

(九)因自然增加、浮覆、坍沒、分割及界址調整而複丈者，應一併辦理地籍調查，

依界址位置、界標類別及界址點間實量邊長等資料詳細填註於調查表，並由申

請人或關係人認章。 

(十)建物測量圖，應以圖根點、補助點或界址點作為依據，於現場嚴密控制，就獨

立之各棟建物最大投影位置予以勘測，並以紅色實線繪明其位置。測量結果應

由申請人當場認定，並在測量圖上簽名或蓋章，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測量員

應在建物測量圖及建物測量成果圖載明其事由。 

(十一)測量案件應備收件清冊，以區收件編號，以備查核。 

(十二)各級承辦人員在審查意見欄，應先審查後填寫審查意見。如准予核定，決行

人員並應加蓋決行章。承辦與決行同為一人時，並加註「兼代為決行」。各

級承辦人員如有不同意見時，應填具測量案件退件單（格式四）退回測量人

員。 

(十三)測量案件結案後，申請書應按年度以區之收件編號順序裝冊歸檔。 

四、地籍資料電子處理作業及地籍總歸戶資料申請業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地籍異動資料應定期產製電子檔，並依臺北市政府地籍地價暨稅籍異動作業聯

繫要點規定辦理。 

(二)登記案件遇有罕用字時，應先查驗所載新字內碼，如罕用字檔並無該新字內碼

時，應填具「新字補註處理表」，並加蓋登記及校對人員印章，免備文逕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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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辦理造字作業，同時副知其他地政事務所；另於本局完成造字後，應依規定

程序辦理更正登記作業。 

(三)各所辦理登記案件，如需查證權利人等戶籍資料時，應依「內政部地政業務應

用戶役政資訊系統戶籍資料作業管理規定」辦理。 

(四)土地建物異動清冊應產製相關報表檔後燒錄於唯讀光碟片並永久保存；另應製

作副片異地存放。 

(五)各所應配合實價登錄作業辦理設備校調維護與檔案傳輸。 

(六)受理地籍總歸戶資料申請時，應確實注意下列規定： 

1.經辦人員應檢視下列事項： 

(1)申請書內容是否填寫完整。 

(2)申請人是否符合資格。 

(3)附繳證件是否齊備。 

(4)代理人提出申請時，應依規定附具委託書或於申請書載明委託關係。 

2.系統申請標的以全國或單一縣市為範圍，轄區縣市之地政事務所資料，應

依系統規範規定辦理。 

3.檔案資料之管理與保存： 

(1)申請書應以專檔方式保存五年。 

(2)各所應按月列印「申請案件管理清冊」，並陳送主任核閱後裝訂成冊，

並保存五年。 

(七)主任應按季抽查受理地籍總歸戶申請之作業情形，並將抽查結果填寫抽查地籍

總歸戶申請案件紀錄表（格式五）。 

五、土地登記及測量案件辦理情形，各所依下列規定查核： 

(一)課長或登記複審、測量內業檢查人員每日檢查，並應就當月收件數百分之一為

抽查件數。如抽查件數登記案件未達三十六件，測量案件未達二十件者，各以

三十六件及二十件為抽查件數，按月將查核結果填寫查核土地登記業務紀錄表

（格式六）及查核地籍測量業務報告表（格式七）陳報主任參考。 

(二)再鑑界成果發現原鑑界成果有誤者，應逐案檢討，查明原因及研議改進措施，

並於收到成果後十五日內報局，其屬測量人員未確實依規定辦理者，原測量及

檢測人員應予議處或列入年終考核。 

(三)研考人員應嚴格管制案件處理時限，按月將逾期案件檢討分析陳報主任參考。 

(四)各所相關人員應隨時查核出勤情形、工作態度、操守等，陳報主任參考。 

(五)主任每週至少檢查一次，並得隨時監督抽查，檢查結果應作成紀錄（格式八）。 

(六)登記資料應定期檢誤，並辦理清查。 

前項檢查結果如有發現疏誤或未依規定辦理時，應妥適處理，並查明責任，依法議

處或列入年終考核。 

課長應將第一項檢查缺失按月提報課務會議檢討，以防止相同情事一再發生。 

六、電腦作業管理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資訊安全管理系統」規定辦理。 



46 

(二)有關地籍資料同步異動作業，資訊課人員應依「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各地

政事務所辦理地籍資料同步異動作業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三)各所如因系統功能不足或系統異常造成地籍資料未完成異動作業時，應填寫

「地政整合資訊系統線上作業問題紀錄表」（格式九），會辦資訊課，資訊課

人員應查明原因，並以下列方式辦理： 

1.如應以更正案件辦理，或應指定專人以通用程式辦理者，不得以修改資料庫方

式辦理。 

2.若無法以上述 2種方式辦理地籍資料異動時，應注意擬修改之相關資料表關聯

性，並載明擬處理方式（資料庫語法）簽陳機關首長核准後辦理。 

(四)各所應定期宣導「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規範」及「資訊安全管

理系統」相關作業規定，以維護資料安全。 

七、地籍資料庫應指派專人負責管理，有關簿冊、圖表調閱及描繪均應切實依規定登記

後再取用，用畢應即歸還。 

八、各所課長應每月舉辦土地登記、測量課務研討會議乙次，以溝通觀念，齊一標準。 

九、為有效執行本要點查核事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查核時間及單位如下： 

1.每年第一、三季由本局簡任人員、土地登記科、測繪科及資訊室人員組成查

核小組，赴各所檢查土地登記、測量及資訊業務一次。 

2.每年第二、四季由本局簡任人員及各所秘書組成查核小組，赴各所檢查土地

登記、測量業務一次。 

(二)查核完畢當日，查核人員應將查核結果，會同被查核課室主管，對機關首長作

口頭說明，如有缺失應即改進，檢查後應作成紀錄，並另以書面通知，於下次

查核時，針對前次缺失加強查核。各所接到查核缺失通知時，應將缺失改進情

形函復本局。 

(三)檢查結果併同地所改進情形於每年三、六、九及十二月局務會議報告。如發現

未照規定辦理時，應將各級經辦及主管人員分別輕重簽報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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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 

收 

件 

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

者章 
 

字號 
字第        

號 

 

臺 北 市         地 政 事 務 所 土 地 逕 為 登 記 書 

權 利 人  統一編號  

土地標示 區        段      小段                 地號 登 記
次 序  

建物標示 區        段      小段                 建號 登 記
次 序  

登記事由 

□住址變更登記    □書狀換給登記 

□標示變更登記    □更正登記 
□註記登記        □ 

□更名登記 

依 
 
據 

依    年    月    日收件      字 
 
第              號登記申請書辦理 

登記原因 

□住址變更   □門牌整編 

□基地號變更    □統一編號更正  

□書狀換給      □    更正  

□註記          □ 

□更名 

原因
發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變 
更 
︵ 
更 
正 
︶ 

    前 

詳如登記簿 

變 
更 
︵ 
更 
正 
︶ 
後 

住址(門牌) 

臺北市  區  里  鄰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之 

詳 如   年 收 件   字 第      號 申 請 書 

核定 

經核相符，准予登記 
兼代為決行 

登簿  校簿  
書狀

列印 

 

書狀

用印 
 

交付

發狀 
 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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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二 

收件 
日期     年     月     日 收件

者章  
字號      字第         號 

 

  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土地建物註記或塗銷註記登記收件單 

權利人  統一編號  

土地標示       區     段     小段      地號 登記

次序 
 

建物標示       區     段     小段      建號 登記

次序 
 

登   記   事   由 登記原因 異 動 內 容 

（  ） 
地籍資料已有限制登

記但仍須異動者。 
註記  

（  ） 
所有權移轉涉及抵押

權之承受者。 
註記  

（  ） 其它。 
（ ）註記 

（ ）塗銷註記 
 

核定 

經核相符，准予登記 

兼代為決行 
登簿  

校簿  

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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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登記案件退件單         承辦人員： 

編

號 

退件

日期 

收件 

字號 
登記原因 退件原因 處理對策 追蹤 結案 備註 

         

         

         

         

         

         

         

         

         

退件人員：      

格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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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測量案件退件單 
收件字號  

檢  查  不  合  格  情  形 

 

 

 

 

 
 

                                        

                        檢查人員：          課長： 

處     理     對     策 
 

 

 

 

 

 

 測量人員： 

複  檢  不  合  格  情  形 

 
 
 

 
 
 

 
 

               檢查人員：          課長： 

 

格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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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五 

臺北市ＯＯ地政事務所抽查地籍總歸戶申請案件紀錄表 

抽查案件基本資料 

抽查結果 指示事項 改進情形 備 考 收件 

日期 

收件 

號碼 

初審 

人員 

複審 

人員 

列印(操

作)人員 

                  

                  

                  

                  

                  

                  

                  

                  

                  

                  

抽查人員：                       抽查日期： 年 月 日 

 
 



52 

格式六 

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查核土地登記業務紀錄表 

受查單位：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主管課長： 

收件號碼 案件類別 承辦人員 查核情形 備註 

字    號     

字    號     

字    號     

字    號     

字    號     

字    號     

字    號     

字    號     

字    號     

   字    號     

   字    號     

字    號     

   字    號     

   字    號     

查核意見 

一、  年  月份收件   件，依規定抽查  件。 

二、加會需改進案件之承辦人員於備註欄填載改進意見。 

 

查核人員 會辦課室 秘 書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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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七 

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查核地籍測量業務報告表 
受查單位： 
主管課長： 查核日期：  年   月  日 
項 目 及 文 號 土 地 標 示 測量及核定日期 承 辦 人 查 核 情 形 備 註 

 段 
小段 
地號 

測量 
（年/月/日） 

核定 

   

 段 
小段 
地號 

測量 
（年/月/日） 

核定 

   

 段 
小段 
地號 

測量 
（年/月/日） 

核定 

   

 段 
小段 
地號 

測量 
（年/月/日） 

核定 

   

 段 
小段 
地號 

測量 
（年/月/日） 

核定 

   

 段 
小段 
地號 

測量 
（年/月/日） 

核定 

   

 段 
小段 
地號 

測量 
（年/月/日） 

核定 

   

 段 
小段 
地號 

測量 
（年/月/日） 

核定 

   

 段 
小段 
地號 

測量 
（年/月/日） 

核定 

   

 段 
小段 
地號 

測量 
（年/月/日） 

核定 

   

查核意見 
一、  年  月份收件   件，依規定抽查  件。 

二、加會需改進案件之承辦人員於備註欄填載改進意見。 

 

查核人員 會辦課室 秘 書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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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八 

臺北市 政事務所主任每週檢查土地登記及地籍測量業務紀錄表 

檢 查 事 項 檢 查 結 果 應 改 進 事 項 備  註 

1.服務人員是否配戴識別證？ □是  □否   

2.櫃台服務人員之出勤狀況是否

標示清楚？ 
□是  □否   

3.服務人員態度是否親切和悅、與

民眾溝通時是否面帶微笑無不

耐煩？ 

□是  □否   

4.服務人員有無看報紙、雜誌、睡

覺或酗酒情形？ 
□有  □無   

5.地籍有關圖、表、卡、簿冊及登

記測量案件是否依規定放置及

管理？ 

□是  □否   

6.資料庫管理人員是否依規定清

查地籍資料並填寫清點清冊？ 
□是  □否   

7.抽查登記案件辦理情形：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1）  字第    號案件 □ □   

（2）  字第    號案件 □ □   

（3）  字第    號案件 □ □   

8.抽查測量案件辦理情形：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1）  字第    號案件 □ □   

（2）  字第    號案件 □ □   

9.其他    

查核人員：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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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九 

臺北市○○地政事務所地政整合資訊系統線上作業問題紀錄表 
 

編 號  紀 錄 時 間 年  月  日 

系 統 名 稱  副 系 統 名 稱  

作 業 人 員  處理案件字號 年   字第   號 

問題說明： 

 

處 理 說 明  

□1.本所自行處理： 

  

 

 

 

完成時間：    年    月    日          處理人員： 

□2.交由電腦公司處理方式： 

 

 

完成時間：    年    月    日          處理人員： 

申請機關／單位 資料管轄機關 

機關／單位名稱：  機關名稱： 

申請人  管理師  課 長  

課 長  秘 書  主 任  

備註：1.如有相關文件或資料時，請申請單位一併檢送正（影）本。 

      2.表中雙線以上欄位，由申請單位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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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查核各地政事務所土地登記測量及資訊業務要點修正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以下

簡稱本局）為加強各地政

事務所（以下簡稱各所）

辦理土地登記、測量及資

訊業務，提高行政效率，

建立完整查核制度，特訂

定本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地政局（以下

簡稱本局）為加強各地政

事務所（以下簡稱各所）

辦理土地登記測量及資訊

業務，提高行政效率，建

立完整查核制度，特訂定

本要點。 

酌作文字修正 

三、土地測量案件應確實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測量案件經審查需補正

者，應填發補正通知

書，如經二次以上補正

或通知補正、駁回不當

者，應予議處，或列入

年終考核。但其二次補

正之原因歸責於申請人

者，不在此限。 

（二）駁回案件應填具駁回通

知書稿並依收件編號順

序歸檔。 

（三）土地鑑界及分割複丈案

件，應以圖根點、補助

點、界址點或地籍調查

表作為依據，於現場嚴

密控制施測。鑑界測定

之界址點應由申請人及

到場之關係人當場認

定，並在複丈圖上簽名

或蓋章，其拒絕簽名或

蓋章者，測量員應於土

地複丈圖及土地複丈成

果圖載明其事由。 

（四）複丈圖應依地籍圖或圖

解地籍圖數值化成果調

製，將其鄰接四週之適

三、土地測量案件應確實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測量案件經審查需補正

者，應填發補正通知

書，如經二次以上補正

或通知補正、駁回不當

者，應予議處，或列入

年終考核。但其二次補

正之原因歸責於申請人

者，不在此限。 

（二）駁回案件應填具駁回通

知書稿並依收件編號順

序歸檔。 

（三）土地鑑界及分割複丈案

件，應以圖根點、補助

點、界址點或地籍調查

表作為依據，於現場嚴

密控制施測。鑑界測定

之界址點應由申請人及

到場之關係人當場認

定，並在複丈圖上簽名

或蓋章，其拒絕簽名或

蓋章者，測量員應於土

地複丈圖及土地複丈成

果圖載明其事由。 

（四）複丈圖應依地籍圖或圖

解地籍圖數值化成果調

製，將其鄰接四週之適

現行條文僅查核建物位置圖，未

查核建物平面圖及建物測量

圖；另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

百八十二之一條規定，實施建築

管理地區依法建造完成之建

物，得依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轉

繪建物平面圖及位置圖，爰修正

本點第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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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範圍內之經界線及附

近圖根點、道路中心

樁，精密移繪於圖紙

上，謄繪時並將界線彎

曲，鄰接圖廓線等情形

繪明之。以數值法辦理

地籍測量之地區，其土

地複丈應以數值法為

之，並應依地籍測量實

施規則第二百四十六條

規定準備有關資料。 

（五）複丈成果需訂正地籍圖

者，應同時辦理數值化

成果修檔作業，地籍圖

訂正及複丈圖整理，應

以二號線寬０．一公釐

繪製，其誤差不得超過

０．二公釐，並依地籍

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四

十四條規定辦理。 

（六）土地第一次登記之測量

之計算面積，應依地籍

測量實施規則第一百五

十一條規定辦理；土地

複丈之計算面積，應依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

百四十三條規定辦理。 

（七）鑑定界址時，複丈人員

應先實地測定所需鑑定

之界址點位置，協助申

請人埋設界標，並應於

複丈圖上註明界標名

稱，編列界址號數，及

註明關係位置，其鑑定

界址結果，應核發土地

複丈成果圖。 

（八）受理再鑑界申請案件應

確實依相關規定檢測無

誤後，連同申請書、檢

測資料及前次複丈資料

當範圍內之經界線及附

近圖根點、道路中心

樁，精密移繪於圖紙

上，謄繪時並將界線彎

曲，鄰接圖廓線等情形

繪明之。以數值法辦理

地籍測量之地區，其土

地複丈應以數值法為

之，並應依地籍測量實

施規則第二百四十六條

規定準備有關資料。 

（五）複丈成果需訂正地籍圖

者，應同時辦理數值化

成果修檔作業，地籍圖

訂正及複丈圖整理，應

以二號線寬０．一公釐

繪製，其誤差不得超過

０．二公釐，並依地籍

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四

十四條規定辦理。 

（六）土地第一次登記之測量

之計算面積，應依地籍

測量實施規則第一百五

十一條規定辦理；土地

複丈之計算面積，應依

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

百四十三條規定辦理。 

（七）鑑定界址時，複丈人員

應先實地測定所需鑑定

之界址點位置，協助申

請人埋設界標，並應於

複丈圖上註明界標名

稱，編列界址號數，及

註明關係位置，其鑑定

界址結果，應核發土地

複丈成果圖。 

（八）受理再鑑界申請案件應

確實依相關規定檢測無

誤後，連同申請書、檢

測資料及前次複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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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送本局辦理。 

（九）因自然增加、浮覆、坍

沒、分割及界址調整而

複丈者，應一併辦理地

籍調查，依界址位置、

界標類別及界址點間實

量邊長等資料詳細填註

於調查表，並由申請人

或關係人認章。 

（十）建物測量圖，應以圖根

點、補助點或界址點作

為依據，於現場嚴密控

制，就獨立之各棟建物

最大投影位置予以勘

測，並以紅色實線繪明

其位置。測量結果應由

申請人當場認定，並在

測量圖上簽名或蓋章，

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

測量員應在建物測量圖

及建物測量成果圖載明

其事由。 

（十一）測量案件應備收件清

冊，以區收件編號，以

備查核。 

（十二）各級承辦人員在審查

意見欄，應先審查後填

寫審查意見。如准予核

定，決行人員並應加蓋

決行章。承辦與決行同

為一人時，並加註「兼

代為決行」。各級承辦人

員如有不同意見時，應

填具測量案件退件單

（格式四）退回測量人

員。 

（十三）測量案件結案後，申

請書應按年度以區之

收件編號順序裝冊歸

檔。 

函送本局辦理。 

（九）因自然增加、浮覆、坍

沒、分割及界址調整而

複丈者，應一併辦理地

籍調查，依界址位置、

界標類別及界址點間實

量邊長等資料詳細填註

於調查表，並由申請人

或關係人認章。 

（十）建物位置圖，應以圖根

點、補助點或界址點作

為依據，於現場嚴密控

制，就獨立之各棟建物

最大投影位置予以勘

測，並以紅色實線繪明

其位置。測量結果應由

申請人當場認定，並在

測量圖上簽名或蓋章，

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

測量員應在建物測量圖

及建物測量成果圖載明

其事由。 

（十一）測量案件應備收件清

冊，以區收件編號，以

備查核。 

（十二）各級承辦人員在審查

意見欄，應先審查後填

寫審查意見。如准予核

定，決行人員並應加蓋

決行章。承辦與決行同

為一人時，並加註「兼

代為決行」。各級承辦人

員如有不同意見時，應

填具測量案件退件單

（格式四）退回測量人

員。 

（十三）測量案件結案後，申

請書應按年度以區之收

件編號順序裝冊歸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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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籍資料電子處理作業及

地籍總歸戶資料申請業

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地籍異動資料應定期產製

電子檔，並依臺北市政府

地籍地價暨稅籍異動作業

聯繫要點規定辦理。 

(二)登記案件遇有罕用字時，

應先查驗所載新字內碼，

如罕用字檔並無該新字內

碼時，應填具「新字補註

處理表」，並加蓋登記及校

對人員印章，免備文逕送

本局辦理造字作業，同時

副知其他地政事務所；另

於本局完成造字後，應依

規定程序辦理更正登記作

業。  

(三)各所辦理登記案件，如需

查證權利人等戶籍資料

時，應依「內政部地政業

務應用戶役政資訊系統戶

籍資料作業管理規定」辦

理。 

(四)土地建物異動清冊應產製

相關報表檔後燒錄於唯讀

光碟片並永久保存；另應

製作副片異地存放。 

(五)各所應配合實價登錄作業

辦理設備校調維護與檔案

傳輸。 

(六)受理地籍總歸戶資料申請

時，應確實注意下列規定： 

  1.經辦人員應檢視下列事

項： 

  (1)申請書內容是否填寫完

整。 

  (2)申請人是否符合資格。 

  (3)附繳證件是否齊備。 

  (4)代理人提出申請時，應依

四、地籍資料電子處理作業及

地籍總歸戶資料申請業

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地籍異動資料應定期產製

電子檔，並依臺北市政府

地籍地價暨稅籍異動作業

聯繫要點規定辦理。 

(二)登記案件遇有罕用字時，

應先查驗所載新字內碼，

如罕用字檔並無該新字內

碼時，應填具「新字補註

處理表」，並加蓋登記及校

對人員印章，免備文逕送

本局辦理造字作業，同時

副知其他地政事務所；另

於本局完成造字後，應依

規定程序辦理更正登記作

業。  

(三)各所辦理登記案件，如需

查證權利人等戶籍資料

時，應依「內政部地政業

務應用戶役政資訊系統戶

籍資料作業管理規定」辦

理。 

(四)土地建物異動清冊應產製

相關報表檔後燒錄於唯讀

光碟片並永久保存；另應

製作副片異地存放。 

(五)各所應依「不動產成交案

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作業

手冊」規定辦理紙本申報

案之系統登錄作業。 

(六)受理地籍總歸戶資料申請

時，應確實注意下列規定： 

  1.經辦人員應檢視下列事

項： 

  (1)申請書內容是否填寫完

整。 

  (2)申請人是否符合資格。 

  (3)附繳證件是否齊備。 

配合內政部督導考評項目，修正

本點第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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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附具委託書或於申

請書載明委託關係。 

  2.系統申請標的以全國或單

一縣市為範圍，轄區縣市

之地政事務所資料，應依

系統規範規定辦理。 

  3.檔案資料之管理與保存：  

  (1)申請書應以專檔方式保

存五年。 

  (2)各所應按月列印「申請案

件管理清冊」，並陳送主

任核閱後裝訂成冊，並保

存五年。  

(七)主任應按季抽查受理地籍

總歸戶申請之作業情形，

並將抽查結果填寫抽查地

籍總歸戶申請案件紀錄表

（格式五）。 

  (4)代理人提出申請時，應依

規定附具委託書或於申

請書載明委託關係。 

  2.系統申請標的以全國或單

一縣市為範圍，轄區縣市

之地政事務所資料，應依

系統規範規定辦理。 

  3.檔案資料之管理與保存：  

  (1)申請書應以專檔方式保

存五年。 

  (2)各所應按月列印「申請案

件管理清冊」，並陳送主

任核閱後裝訂成冊，並保

存五年。  

(七)主任應按季抽查受理地籍

總歸戶申請之作業情形，

並將抽查結果填寫抽查地

籍總歸戶申請案件紀錄表

（格式五）。 

六、電腦作業管理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依「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資

訊安全管理系統」規定辦

理。  

(二)有關地籍資料同步異動作

業，資訊課人員應依「臺

北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各

地政事務所辦理地籍資料

同步異動作業注意事項」

規定辦理。 

(三)各所如因系統功能不足或

系統異常造成地籍資料未

完成異動作業時，應填寫

「地政整合資訊系統線上

作業問題紀錄表」（格式

九），會辦資訊課，資訊課

人員應查明原因，並以下

列方式辦理： 

  1.如應以更正案件辦理，或

應指定專人以通用程式辦

六、電腦作業管理應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依「臺北市政府地政局資

訊安全管理系統」規定辦

理。  

(二)有關地籍資料同步異動作

業，電腦機房人員應依「臺

北市政府地政局暨所屬各

地政 事務所辦理地籍資

料同步異動作業注意事

項」規定辦理。 

(三)各所如因系統功能不足或

系統異常造成地籍資料未

完成異動作業時，應填寫

「地政整合資訊系統線上

作業問題紀錄表」（格式

九），會辦資訊單位，資訊

單位人員應查明原因，如

應以更正案件辦理，或應

指定專人以通用程式辦理

者，不得以修改資料庫方

一、本點第二款及第三款酌作文

字修正及款次條整。 

二、因系統效能不受規範及制度

影響，爰刪除本點第四款

後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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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者，不得以修改資料庫

方式辦理。 

  2.若無法以上述2種方式辦

理地籍資料異動時，應注

意擬修改之相關資料表關

聯性，並載明擬處理方式

（資料庫語法）簽陳機關

首長核准後辦理。 

(四)各所應定期宣導「土地登

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

系統規範」及「資訊安全

管理系統」相關作業規

定，以維護資料安全。 

式辦理；若無法以上述2

種方式辦理地籍資料異動

時，應注意擬修改之相關

資料表關聯性，並載明擬

處理方式（資料庫語法）

簽陳機關首長核准後辦

理。 

(四)各所應定期宣導「土地登

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

系統規範」及「資訊安全

管理系統」相關作業規

定，以維護資料安全及增

進系統效能。 

八、各所課長應每月舉辦土 

  地登記、測量課務研討 

  會議乙次，以溝通觀念， 

  齊一標準。 

八、各所課長應每月舉辦土 

  地登記測量課務研討會 

  議乙次，以溝通觀念， 

  齊一標準。 

 

九、為有效執行本要點查核事

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查核時間及單位如下： 

  1.每年第一、三季由本局簡

任人員、測繪科、土地登

記科及資訊室人員組成查

核小組，赴各所檢查土地

登記、測量及資訊業務一

次。 

  2.每年第二、四季由本局簡

任人員及各所秘書組成查

核小組，赴各所檢查土地

登記、測量業務一次。 

(二)查核完畢當日，查核人員

應將查核結果，會同被查

核課室主管，對機關首長

作口頭說明，如有缺失應

即改進，檢查後應作成紀

錄，並另以書面通知，於

下次查核時，針對前次缺

失加強查核。各所接到查

核缺失通知時，應將缺失

九、為有效執行本要點查核事

項，由本局簡任人員、地

籍及測量科及資訊室人員

組成查核小組，除資訊業

務每半年檢查一次外，每

季赴各所檢查一次，並得

隨時抽查。查核完畢當

日，查核人員應將查核結

果，會同被查核課室主

管，對機關首長作口頭說

明，如有缺失應即改進，

檢查後應作成紀錄，並另

以書面通知，於下次查核

時，針對前次缺失加強查

核。各所接到查核缺失通

知時，應將缺失改進情形

函復本局。 

  前項檢查結果併同地所改

進情形於當月局務會議報

告。如發現未照規定辦理

時，應將各級經辦及主管

人員分別輕重簽報議處。 

依一 O 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地籍

及測量科業務會報備忘錄四：

「為促進各地所間之業務交

流，每年度按季查核各地所業

務，亦可改由各地所間相互查

核……」及本局組織修編新增測

繪科業經本市議會三讀通過，爰

配合修正本點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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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進情形函復本局。 

(三)檢查結果併同地所改進情

形於每年三、六、九及十

二月局務會議報告。如發

現未照規定辦理時，應將

各級經辦及主管人員分別

輕重簽報議處。 

內政部函為有關地政士違反地政士法第26條之1規定，與行政罰法

第27條規定之行政裁處權消滅時效期間起算日疑義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5.3.25北市地登字第10511296500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05年3月1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50016673號函辦理。 

二、副本抄送本局地價科、地權及不動產交易科及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 

內政部函  屏東縣政府 
105.3.18內授中辦地字第1050016673號 

主旨：有關違反地政士法第26條之1規定，與行政罰法第27條規定之行政裁處權消滅時效

期間起算日疑義1案，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105年3月1日屏府地價字第10503609100號函。 

二、按行政罰法第27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行政罰之裁處權，因3年期間之經過而消

滅。前項期間，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終了時起算。但行為之結果發生在後

者，自該結果發生時起算。」行政罰之裁處權時效，原則上自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之行為終了時起算3年。又行為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結束後，其違法狀態仍

然存在者，學說上稱為狀態犯；有關狀態犯之處罰構成要件係違法行為本身，而

非行為後之違法狀態，故對於狀態犯之行政罰裁處權時效，仍自違法行為終了時

起算，換言之，自不得將違法事件之查處認定為行為結果之發生（法務部年6月21

日法律字第0960015313號函及99年10月6日法律字第0999037422號函參照）。 

三、次按地政士法第26條之1第1項規定，地政士應於買賣受託案件辦竣所有權移轉登

記30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登錄土地及建物成交案件實際資訊。違反上開規定者，

同法第51條之1定有罰鍰之處分。本案因處罰構成要件係實價申報登錄不實之違法

行為本身，自不得將主管機關確認申報不實之查處結果認定為行為結果之發生。

是以，地政士違反地政士法第26條之1第1項規定之行政裁處權時效，應自該違反

地政士法上開申報登錄義務行為完成時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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