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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檢送修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8

點規定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5.7.7北市地登字第10531848200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5年7月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0549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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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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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法務局（請函送

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及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等 
105.7.5內授中辦地字第10513054943號 

主旨：檢送修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8點規定，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另因建物所有權第ㄧ次登記並無申請期限規定，旨揭補充規定第8點規定修正前，

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如已對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上之臨時建物發

給使用執照者，權利人仍得憑以依修正前之補充規定第8點規定申辦建物所有權第

ㄧ次登記。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八點修正規定 

八、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上之臨時建物，領有主管建築機關核發之臨時建築物使用

許可證者，得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登記時應於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

欄及建物所有權狀內註明：「本建物為臨時建物，公共設施開闢時，應無條件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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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八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八、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上

之臨時建物，領有主管建

築機關核發之臨時建築物

使用許可證者，得申辦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登

記時應於登記簿標示部其

他登記事項欄及建物所有

權狀內註明：「本建物為臨

時建物，公共設施開闢

時，應無條件拆除。」 

八、臨時建物如領有使用執照，

得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登記時應於登記簿

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及

建物所有權狀內註明：「本

建物為臨時建物，公共設

施開闢時，應無條件拆

除。」 

按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上申請臨時建築使用之建物，依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

建築使用辦法第八條、第十條規

定，主管建築機關應核給臨時建

築物使用許可證，而非使用執

照；又該臨時建物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建築機關許可者，依建

築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及本部營建署一○四年八

月七日營署建管字第一○四○

○四九三五四號函釋，為合法建

物，權利人得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七十九條第一項規定申辦建物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故為明確該

臨時建物申辦所有權第ㄧ次登

記應附之證明文件，爰修正部分

文字。 

內政部函釋有關法定空地之移轉，有無違反建築法第11條第3項

「非依規定不得移轉」之規定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5.7.27北市地登字第10532046600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5年7月2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50046405號函副本辦理，並檢附該函影

本1份。 

二、副本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 

內政部函  南投縣政府 
105.7.21內授中辦地字第1050046405號 

主旨：有關法定空地之移轉，有無違反建築法第11條第3項「非依規定不得移轉」之規定

1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105年6月16日府地籍字第1050124731號函。 

二、本案據貴府來函表示貴縣名間鄉南雅段212地號土地係建築法第11條第1項所稱之

法定空地，經查有關法定空地之移轉，有無違反該法條第3項「非依規定不得移轉」

之規定，類似案例前經本部營建署100年4月18日營署建管字第1000020819號書函

釋略以，按「應留設之法定空地，非依規定不得分割、移轉，並不得重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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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分割要件及申請核發程序等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為建築

法第11條第3項所明定，故有關法定空地之分割，依上開法律授權定有建築基地法

定空地分割辦法據以辦理，至於法定空地之移轉，建築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法令

規定。爰登記機關受理法定空地之移轉登記案件，雖建築法無其他限制，登記機

關仍需審查其移轉行為有無違反其他法令強制或禁止之規定。 

有關地政士反映於申請書已載明委任關係者，辦理退還地政規費

時，是否可視為同一委任而由代理人為申請人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105.7.18北市地登字第10531952800號 

說明： 
一、依貴所105年7月7日北市中地登字第10531123700號函辦理。 

二、按「地政士接受委託人之有關文件，應掣給收據。地政士受委託後，非有正當事

由，不得終止其契約。如須終止契約，應於10日前通知委託人，在未得委託人同

意前，不得終止進行。」為地政士法第24條所明定，故地政士受託代理申請土地

登記、測量案件，如有涉及辦理退還地政規費事項，得由原登記、測量申請案件

受委任之地政士申請之，爰原申請案已載明委任關係者，可視為同一委任而由該

地政士申請退還地政規費，無須另附委託書。 

內政部函送該部105年6月30日召開105年第1次地籍清理業務工作

會報會議紀錄一案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等 
105.7.12府授地登字第10513246500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5年7月6日台內地字第1051306168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附件影本各

1份。 

二、有關旨揭工作會報會議紀錄五、會議決議（一）「……有關土地總登記時登記名

義人登記之所有權權利範圍空白且現仍空白之土地之清理工作……預定明（106）

年初申請登記期限即屆滿，屆時請各登記機關依規定辦理逕為更正權利範圍之公

告及登記作業」一節，經查本府為清理總登記時登記名義人登記之所有權權利範

圍空白且現仍空白者，前以105年1月13日府地籍字第10530091800號公告權利人應

於105年1月25日至106年1月24日止申請更正登記，權利人屆期未向登記機關申請

登記者，登記機關應逕為更正登記，為利本市各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各所）順

利完成相關作業，請各所就辦理逕為更正權利範圍之公告及登記作業研提作業計

畫，並於105年12月31日前送本府（地政局）彙辨。 

三、另旨揭工作會報會議紀錄五、會議決議（二）「……1.第1類『已依有關法令清理

之神明會，仍以神明會名義登記者』，促請民政機關依規定辦理囑託登記；另瞭

解其未能囑託均分登記為現會員或信徒分別共有者之原因與困難，給予適當之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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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一節，請本府民政局依該會議決議辦理囑託登記，倘未能辦理囑託登記，

請查告原因與困難，並研提解決方案，俾提供適當之協助。 

四、副本抄發本局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105.7.6台內地字第1051306168號 

主旨：檢送本部本（105）年6月30日召開本年第1次地籍清理業務工作會報會議紀錄1份，

請查照。 

105年度第1次地籍清理業務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一、時間：105年6月30日(星期四)上午9時30分 

二、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18樓第5會議室 

三、主席：施副司長○○                                          記錄：孫○○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五、會議決議： 

(一)104年6月3日修正「地籍清理條例」，新增第31條之1有關土地總登記時登記名

義人登記之所有權權利範圍空白且現仍空白之土地之清理工作，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均配合時程於今(105)年1月完成公告。該類土地清查公告計有1萬6,247筆，

預定明(106)年初申請登記期限即屆滿，屆時請各登記機關依規定辦理逕為更正權

利範圍之公告及登記作業。 

(二)為提升整體清理績效，請各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積極辦理下列事項： 

1.第1類「已依有關法令清理之神明會，仍以神明會名義登記者」，促請民政機關

依規定辦理囑託登記；另瞭解其未能囑託均分登記為現會員或信徒分別共有者

之原因與困難，給予適當之協助。 

2.第2類「以神明會名義登記者或具有神明會之性質或事實者」、第7類「以日據

時期會社或組合名義登記者」、第8類「登記名義人姓名、名稱或住址記載不全

或不符」、第14類「權利主體不明者」等4類土地，應賡續辦理土地標售作業。 

3.其餘各類土地尚未完成清理之縣市，應再積極透過各種管道廣為宣導及協助民

眾申辦。 

(三)依本部102年8月7日研商「地籍清理代為標售執行事宜」第10次會議決議，行

政處理費用，應編列歲入出預算或以設立基金方式辦理，請臺東縣依上開會議決

議將行政處理費用納入預算辦理；另依地籍清理獎金分配及核發辦法第4條及第6

條規定，地籍清理獎金之分配及核發，應召開審查會議，依地籍清理工作執行情

形決定之並循預算程序辦理，請新竹縣、花蓮縣及基隆市依上開規定將地籍清理

獎金納入預算辦理。 

(四)新北市及嘉義市政府所提工作會報提案共 2 案，經逐案討論結果，詳如後附工作

會報提案單之決議。 

六、散會：中午12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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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第1次地籍清理業務工作會報提案單 

提案單位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編號 1 

遭遇問題 
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第2條未臚列地籍

清理條例第17條、第32條及第33條規定。 

說明 

一、 按「登記機關受理申請登記，經審查無誤者，除第 19 條

至第 26 條及第 34條至第 39 條規定之土地應即辦理登記

外，其餘土地應即公告 3 個月。」、「土地權利關係人

於前條公告期間內，得以書面向該管登記機關提出異

議，並應檢附證明文件；經該管登記機關審查屬土地權

利爭執者，應移送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調處。直

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前項之調處時，準用土地法

第 34 條之 2 規定，進行調處。…」、「下列各款不動產

糾紛案件，依本辦法調處之：…八、地籍清理條例第 14

條第 3 項及第 15 條第 2 項…。九、地籍清理條例第 20

條規定…。十、地籍清理條例第 23條規定…。十一、地

籍清理條例第 27 條規定…。十二、地籍清理條例第 28

條規定…。十三、地籍清理條例第 29條規定…。十四、

地籍清理條例第 30 條規定…。十五、地籍清理條例第

31條之 1規定…。十六、地籍清理條例第36條規定…。

十七、地籍清理條例第 38 條規定…」分為地籍清理條例

（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8 條、第 9 條及直轄市縣（市）

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第 2 條所明定。 

二、 按清查公告屬本條例第 17 條「以日據時期會社或組合名

義登記」、第 32 條「土地總登記時或金門、馬祖地區實

施戰地政務終止前，登記名義人之姓名、名稱或住址記

載不全或不符」及第 33 條「非以自然人、法人或依法登

記之募建寺廟名義登記之土地權利」者，土地權利人或

利害關係人應於申請登記期間內檢附證明文件，申請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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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登記。次依同條例第 8 條及第 9 條規定，登記機關受

理上開申請登記，經審核無誤者，應即公告 3 個月，土

地權利關係人於該公告期間內，得以書面向該管登記機

關提出異議，經該管機關審查屬土地權利爭執者，應移

送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調處。惟查「直轄市縣市不

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第 2 條就適用調

處辦法之各款不動產糾紛案件，分於 97 年 8 月 11 日及

104 年 12 月 23 日因應地籍清理條例第 14條、第 15條、

第 20條、第 23條、第 27條至第 30條、第 36條、第 38

條及第 31 條之 1第 5 項規定之不動產糾紛案件，依同條

例第 9 條規定準用土地法第 34 條之 2 規定進行調處，增

訂第 8 款至第 17 款。然地籍清理條例第 17 條、第 32 條

及第 33 條係依同條例第 8 條及第 9 條進行調處者，未配

合修正納入上開調處辦法適用範疇，致實務進行調處時

遇法規命令欠缺之情形。 
 

具體建議 

意見 

建議於本辦法第 2 條增列第8、9、10款「地籍清理條例第17條規定以

日據時期會社組合名義登記土地之更正登記爭議」、「地籍清理條例第 32

條規定土地總登記時登記名義人姓名、名稱或住址記載不全或不

符者之更正登記爭議。」、「地籍清理條例第 33 條規定非以自然

人、法人或依法登記之募建寺廟名義登記之土地權利之更正登記

爭議。」，其餘款次依序遞移為第 10 款至第 23 款，據以辦理是

類案件調處之依據。 

決議 

本案新北市政府地政局所提建議，納入修法參考；惟於直轄市縣（市）不

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完成修正前，倘

有涉及地籍清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17條、第32條及第33條規定

之更正登記土地權利爭議者，同意新北市政府地政局建議意見，參依本條

例第8條及第9條規定，準用土地法第34條之2依本辦法相關規定進行調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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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度第1次地籍清理業務工作會報提案單 

提案單位 嘉義市政府地政處 編號 2 

遭遇問題 建請強化地籍清理管理系統功能（統一編號為流水編之權利人清查作業） 

說明 

一、 建議新增可連結列印登記申請書、登記請冊、切結書等表單功能。 

二、 更正通知單列印作業建議可開放點選通知事項或同一地所可建置不

同通知內容通知單（稿），以利針對不同類型案件寄發通知。 

具體建議 

意見 

一、 目前統一編號仍為流水編之地籍資料，權利人大多年事頗高，無法

自行書寫相關書表，常需委由地所協助代為填寫，如管理系統新增

連結產製並列印申請書表之功能，可大幅縮短民眾洽辦時間，亦可

減少書寫之錯誤，提升行政效率。 

二、 按事務所端應用系統操作手冊載明更正通知單係依事務所代碼建置

各所通知事項，惟不同類型案件亦需有不同通知事項，如自然人、

法人所需檢附證明文件不同，通知事項有相當之差異，皆建置於同

一通知單，恐使民眾產生誤解。如需針對特定類型修改通知事項，

系統管理常需更改設定內容，造成使用不便。如可依案件類型，由

地所點選相關通知事項或同一地所可設定多組通知事項，可減少需

逐案檢視修改之情況，加速作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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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有關嘉義市政府地政處提議於本部地籍清理管理系統中，統一編號為流水

編之權利人清查作業之更正通知作業，新增連結產製並列印申請書表功

能，及更正通知單通知事項可依案件類型設定多組代碼 1 節，因本(105)

年度地籍清理管理系統相關增修功能業已於年初討論確定，並已納入本年

度增修功能採購案執行中，上開嘉義市政府地政處提案事項建議列為明

(106)年地籍清理管理系統增修功能需求之討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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