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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所送修正不

動產仲介經紀業倫理規範第14條條文，予以備查 

內政部函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109.10.12台內地字第1090055797號 

說明： 

一、復貴會109年9月30日房仲全聯雄字第109169號函。 

二、副本併同「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倫理規範」1份，抄送各直轄市政府地政局、縣（市）

政府。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倫理規範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不動產經紀業（以下簡稱經紀業）為建立不動產交易秩 序，保障消費者權益，

促進不動產交易市埸健全發展，特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7條第6項規定訂定

本倫理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 

第 二 條 經紀業應堅持公平交易及誠實信用。 

第 三 條  經紀業於執行業務時，應恪遵法令及本規範。 

第二章 不動產經紀業 

第 四 條  經紀業應全力協助政府健全不動產交易制度。 

第 五 條  經紀業應秉持誠信精神並注重服務品質。 

第 六 條  經紀業應尊重同業之智慧財產與營業秘密，維護交易市場紀律，共同塑造良

好經營環境。 

第 七 條  刪除 

第 八 條 經紀業經消費者通知停止使用其個人資料者，經紀業應即停止使用。 

第 九 條 經紀業之間應相互尊重，維護同業之正當權益，不得違反法令惡性競爭，或

使委託人終止對其他經紀業之委託。 

第 十 條 經紀業應依法令規定對消費者揭露不動產說明書應記載之內容，不得有蓄意

矇蔽欺罔之行為。 

第十一條 經紀業不得與經紀人員通謀，使其未親自執行業務而假藉其名義對外執行業

務。 

第十二條 經紀業應負責督導經紀人員不得有違法或不當之行為。 

第三章 不動產經紀人員 

第十三條  經紀人員應掌握市埸資訊，參與專業訓練，增進專業能力。 

第十四條  經紀人員應謹言慎行，兼顧消費者合法權益及社會共同利益，不得蓄意提供

不實資訊予消費者或誤導市場成交行情。 

第十五條  經紀人員執行業務時，應維護消費者及經紀業之權益，不得營私舞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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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經紀人員不得不當利用土地登記及地價電子資料謄本之住址資料，侵擾所有

權人。 

第十七條  不動產之買賣、互易、租賃或代理銷售，如委由經紀業仲介業務者，於簽訂

各項不動產交易契約，經紀人不得於空白契約上簽章。 

第十八條  刪除 

第十九條  經紀業執行業務過程中，不動產說明書應落實由不動產經紀人員向不動產交

易相對人解說，其解說人應於不動產說明書簽章。 

第二十條  不動產仲介業者及不動產經紀人員，開發案源或居間或代理時，不得以不當

或有不法行為騷擾當事人。 

第二十一條  不動產仲介業及不動產經紀人員不得在夜間9點以後，早上7點以前開發案

源。但經當事人同意或業務尚在執行中，不在此限。 

第二十二條  不動產經紀人員不得利用仲介買賣契約機會賺取差價。 

第二十三條  不動產經紀人員不得以自己或第三人名義冒充買受人或出賣人誘使出賣

人、買受人以低價或高價簽訂買賣契約。 

第四章 附則 

第二十四條  經紀業及所屬經紀人員於執行業務時，應詳細審查不動產買賣委託人之身

分，並影印保存該身分證明文件及交易憑證，如發現疑似洗錢之交易行為時，應

向經紀業所在地同業公會通報。 

第二十五條 經紀業違反本規範者，由所在地同業公會審議處理後，如涉及處罰事項者，

該公會應列舉事實，提出證據，報請經紀業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處

理。 

經紀業及經紀人員違反第十六條、第二十條及第二十一條之規範者，經移請其所

屬各地方公會審議而該公會未於限期1個月內審議時，得由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

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逕為審議並報請有關主管機關處理。             

第二十六條  本規範經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六聯合會會員代表大

會通過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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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倫理規範修正對照表 

經109年9月30日本會第9屆第1次會員代表大會提案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四條   

經紀人員應謹言慎行，兼顧

消費者合法權益及社會共

同利益，不得蓄意提供不實

資訊予消費者或誤導市場

成交行情。 

第十四條   

經紀人員應謹言慎行，兼顧

消費者合法權益及社會共

同利益。 

一、目前多有經紀從業人員

無任何根據而擅自對外

評論房屋市場，進而不

當炒作，市場行情，並

鼓勵消費者因不實資訊

受有損失。 

二、經紀人員應本於其專業

及自律，除經紀業利益

外，亦應維護消費者權

益並兼顧社會公同利

益，不得故意提供無依

據之資訊誤導市場成交

行情。 

三、本條自通過並於內政部

備查後公布施行。 

高雄市不動產仲介業職業工會重新申請認可辦理不動產經紀人

專業訓練一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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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函  高雄市不動產仲介業職業工會 

109.10.16台內地字第1090055821號 

說明： 

一、依據貴會109年9月29日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認可申請書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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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項規定辦理。 

四、貴會辦理專業訓練時，應於每期開課2星期前至「不動產專業人員訓練服務平台 

(網)」（網址：http://etrain.land.moi.gov.tw）登載課程相關資訊，開課前

應完成參訓學員名冊建檔作業，並於課程結束後1星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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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落實不動產經紀人專業訓練管理，貴會個別

教學場地均應設置網路攝影等遠端監視設備，以供主管機關即時網路瀏覽全數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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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人員上課情形。 

六、檢送認可費新臺幣1,000元收據乙紙。 

內政部函釋律師法修正後，律師加入地方律師公會，即可於全國

申辦土地登記代理業務，不以登錄之區域為限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9.10.6北市地登字第1090140927號 

說明：奉交下內政部109年9月29日台內地字第1090265154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1份。 

附件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109.9.29台內地字第1090265154號 

主旨：關於律師法修正後律師向地政機關申辦土地登記代理業務事宜1案，請查照並轉知

所屬。 
說明： 

一、按本部86年4月14日函頒聯繫要點第4點規定：「律師辦理土地登記代理業務之執

業範圍應以律師登錄之區域為限。」惟依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律師法第13條及

第19條規定：「律師經地方律師公會審核同意入會者，即成為該地方律師公會及

全國律師聯合會之會員。......」、「領有律師證書並加入地方律師公會及全國

律師聯合會者，得依本法規定於全國執行律師職務。」是以律師加入地方律師公

會後，即可於全國申辦土地登記代理業務，先予敘明。 

二、至於前開聯繫要點修正前，律師申辦土地登記代理業務時，得出示任一地方律師

公會之律師公會會員證及土地登記規則規定應提出之國民身分證正本；另如需核

對律師加入公會情形，目前可透過法務部建置之律師查詢系統進行核對。又若對

查詢結果有相關疑義，可逕洽法務部或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羅秘書

電話：02-23881707分機68） 

內政部109年9月18日召開「109年地籍清理業務工作會報」會議

紀錄一案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9.10.8府地登字第1090141258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9年10月5日台內地字第1090265233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附件各1

份。 

二、有關旨揭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一) 決議（一）依規劃清理進度持續辦理一節，按本府前以108年8月30日府地登字第

1080141734號函（諒達）檢送「臺北市地籍清理各類土地清理規劃表」，請確實

依限完成清理，提升整體清理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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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決議（二）、（三）有關重新清查確認非屬應清理標的（並辦理撤銷國有登記），

請依函報本府地政局之重新清查地籍清理土地作業計畫持續辦理。 

(三) 決議（四）拂下願清查講義與作業方式，及決議（六）雙北市經驗分享簡報，俟

內政部提供後再轉各所參考。 

附件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109.10.5台內地字第1090265233號 

主旨：檢送本部109年9月18日召開「109年地籍清理業務工作會報」會議紀錄1份，請查

照。 

109年地籍清理業務工作會報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年9月18日(星期五)下午2時30分 

二、地點：中央聯合辦公大樓南棟18樓第2會議室 

三、主席：林簡任視察○○                                        紀錄：孫○○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五、會議決議： 

說明： 

（一）地籍清理業務截至109年8月底已完成清理比例達71.45%(計11萬9,863筆)，相較前

次工作會報提報之已完成清理比例68.19%(截至108年10月底)增加3.26%。分析其

原因主要為苗栗市、基隆市、桃園市及屏東縣等針對第6類未定期限之地上權積極

辦理重新清查，使該類土地清查公告數減少1478筆；另完成登記、標售及囑託國

有部分亦增加4,446筆，感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以下簡稱各縣市政府）積極

提升清理績效，並請依規劃之清理進度持續辦理。 

（二）為維護人民財產權益，避免因辦理地籍清查時之誤失，將非屬本條例規定應清理

之土地納入清理，請各縣市政府確實依本部107年4月24日召開「地籍清理代為標

售作業相關問題研討」會議結論及同年10月30日台內地字第1071306038號函，針

對待辦理標售(含二次標售)土地及已囑託登記國有土地再行重新清查；另已囑託

登記國有土地於原權利人或其繼承人申領價金前，倘經再次清查確認非屬本條例

規定應清理標的，且國有財產管理機關尚無處分、收益或使用規劃者，並予辦理

撤銷國有登記。 

（三）承上，已囑託登記國有土地，經權利人申領土地價金但於未完成發價前，已重新

清查發現其非屬地籍清理條例規定應清理之土地者，請各縣市政府參考本部108 

年3月26日台內地字第1080110309號函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422

號、108年度訴字第1364號判決意旨，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辦理。 

(四) 另有關「拂下願」土地之清查，本部前已於108年度土地登記及地籍清理業務講習

會分享相關史料查詢方式，相關課程講義及作業方式將由本部再予檢視後另行提

供各縣市政府參考。 

(五) 新北市政府所提工作會報提案，經討論結果，詳如後附工作會報提案單之決議，另

有關桃園市政府所提臨時提案，因案情複雜，請該府另案報部研議。 

(六) 臺北市及新北市政府之地籍清理業務工作經驗分享簡報，將由本部會後另行提供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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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政府參考。 

六、散會：下午5時50分 

附件2 

內政部函  臺北市政府 

107.10.30台內地字第1071306038號 

主旨：有關已依地籍清理條例第15條規定辦竣國有登記之土地，嗣後發現非屬權屬不明

之土地時，得否撤銷國有登記，及經2次標售而未完成標售者，得否暫緩國有登記

一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107年8月23日府授地登字第1076012281號函。 

二、按地籍清理條例立法目的旨係藉由釐清土地權屬以健全地籍管理，進而保障土地

權益並促進土地利用。為避免因辧理地籍清查時之誤失，將非屬本條例規定應清

理之土地納入清理，本部前於107年4月24日召開「地籍清理代為標售作業相關問

題研討」會議業獲致結論略以：「針對得標售土地（尤以『姓名、名稱或住址記

載不全不符』類土地）應於標售前再詳查登記簿、土地台帳、登記案件等佐證資

料，及向戶政、民政等機關查證，俾查明是否確屬地籍清理權屬不明土地；另目

前待辦理第二次標售及囑託登記國有之土地亦同。」在案，爰有關本案所詢經二

次標售而未完成標售土地之囑託登記國有作業事宜1節，仍請儘速詳查後並依規

定辦理。 

三、另囑託登記國有僅係完成地籍清理之方式之一，考量原權利人之權益，若已囑託

登記國有之土地於原權利人或其繼承人申領價金前，經再次清查確認非屬本條例

規定應清理標的，且國有財產管理機關尚無處分、收益或使用規劃者，貴府擬依

職權撤銷是類情形土地囑託國有登記之處分並辦理後續相關登記作業，本部予以

尊重，惟為免嗣後發生類此案件，請貴府辦理地籍清理土地代為標售作業前，確

實執行相關清查作業，以維護人民財產權益。 

附件3 

內政部函  臺北市政府 

108.3.26台內地字第1080110309號 

主旨：有關已依地籍清理條例第15條規定辦竣國有登記之土地，經權利人申領土地價金，

於未完成發價前，已清查發現非屬地籍清理條例規定應清理之情事，予以撤銷囑

託國有登記回復原權利人名義，是否符合地籍清理條例立法意旨一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108年3月12日府授地登字第1086006408號函。 

二、按地籍清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之立法目的旨係透過法定清理程序，釐清土地

權利內容及權屬，以健全地籍管理，保障土地權益並促進土地利用。有關本條例

第11條規定由直轄市、縣(市)代為標售之4類土地及同條例第15條規定囑託登記

國有之地籍清理方式，揆諸立法意旨，其辦理要件應是經清查地籍確屬本條例規

定應清理之情事，且經公告受理土地權利人於期限內提出重新辦理登記，屆期仍

未能釐清權利內容及權屬，始透過代為標售或囑託登記國有方式予以清理，俾解

決長久以來土地權屬不明，無法合理利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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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鑑於本條例尚非以國家取得私人土地為立法目的，倘清查確認非屬地籍清理土地，

真正權利人得以釐明，且國有財產管理機關尚無處分、收益或使用規劃者，於土

地原權利人尚未完成領價前，貴府擬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本於職權撤銷

囑託國有登記處分，將土地回復為原權利人名義，以維護其土地權益，與本條例

之立法意旨尚無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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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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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承人依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第4項及第15條第3項申請發給地籍清理代

為標售土地價金，繼承人間遇有民法第1086條第2項及第1098條第2項之

情形時，是否需向法院選任特別代理人始得領取? 
 

說明 

依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第4項及第15條第3項之規定，部分繼承人得於申請

期限內按其應繼分申請發給土地價金，惟父母與其未成年子女或監護人與

受監護人同為繼承人時，此申請發給土地價金一事是否涉及利益相反之情

形，登記機關尚難認定，爰實務作業多依民法第1086條第2項、第1098條第

2項及鈞部103年5月1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650879號令相關規定審理，並

開立補正請申請人向法院申請選任特別代理人後，再行辦理。 

具體建議 

意見 

參鈞部103年5月1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650879號令之意旨，除將遺產繼

承登記為公同共有，或無利益相反或依法不得代理之情形者外，皆屬將遺

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性質上亦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其以應繼分分割

遺產之結果是否確實有利於該未成年人有欠明瞭，爰仍應依規定選任特定

代理人，以維護其權益。 

然地籍清理條例之規定文字明確載明，得依法定應繼分領取，是法定代理

人似無其他方法有致侵害未成年人或受監護人利益之情形，且類似情形於

繼承人申請徵收補償費時，依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

及領取辦法第7條第1款規定，於實務審理，亦無請其選任特別代理人方可

核發；又前揭號令之意旨在於解釋辦理繼承登記時，需全體繼承人協議辦

理，惟參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及第15條於104年6月3日修法理由，係參酌土

地徵收條例第25條被徵收之土地或土地改良物，所有權人死亡未辦竣繼承

登記，其徵收補償費得由部分繼承人按其應繼分領取之規定修改，似可認

部分繼承人依法定應繼分領取，並無侵犯各繼承人間之權益，且部分繼承

人於申領價金時，並無與全體繼承人協議之情形，即與前揭號令之規範有

別，是本案情形似無需依民法第1086條第2項及第1098條第2項之規定選任

特別代理人辦理。 

決議 

一、有關部分繼承人得按應繼分申請領取土地價金之規定，係為是類土地

之權利人大多權屬不明，或於日據時期或光復初期即已死亡，迄今繼

承人數眾多，倘因部分繼承人不願會同、行蹤不明或有其他情形未能

會同具領土地價金，將使全部繼承人均不能領取，影響權利人權益甚

鉅，是於104年增訂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第4項及第15條第3項規定，為

領取土地價金之例外補充規定，核與一般繼承應全體繼承人會同有

別，合先敘明。 

二、考量部分繼承人按前條規定申請按應繼分領取土地價金，係按法令規

定之比例領取，並未與全體繼承人達成協議，自無法定代理人與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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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協議分割遺產，以應繼分分割之結果是否確實有利於該未成年人有

欠明瞭之情形，與本部103年5月1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36650879號令

所敘之情形仍屬有別，故本部同意貴府所，部分繼承人依上開規定按

應繼分申領土地價金時，縱該繼承人為未成年人，仍無需依民法第1086 

條第2項及第1098條第2項之規定選任特別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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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地籍清理業務工作會報提案單 

提案單位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編號 臨時提案 

遭遇問題 

有關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規定代標售之土地價金應扣除之土地增值稅

額，於土地標出時稅捐機關係按該土地原規定地價為原地價核計，嗣繼

承人申請發給地籍清理代為標售土地價金，主張應退還依土地稅法第28

條規定因繼承而移轉免徵之土地增值稅，並經稅捐機關核准更正應納稅

額，地政機關得否依繼承人應繼分退還溢繳稅額？滋生作業執行疑義，

提請討論。 
 

說明 

一、按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第3項規定：「權利人自專戶儲存之保管款儲存

之日起10年內，得檢附證明文件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發給

土地價金；經審查無誤，公告3個月，期滿無人異議時，按代為標售或

代為讓售土地之價金扣除前項應納稅賦後之餘額，並加計儲存於保管

款專戶之實收利息發給之。…」。 

二、次按土地稅法第28條及第31條規定：「已規定地價之土地，於土地所

有權移轉時，應按其土地漲價總數額徵收土地增值稅。但因繼承而移

轉之土地，各級政府出售或依法贈與之公有土地，及受贈之私有土地，

免徵土地增值稅。」、「…一、規定地價後，未經過移轉之土地，其

原規定地價。規定地價後，曾經移轉之土地，其前次移轉現值。…；

所稱前次移轉時核計土地增值稅之現值，於因繼承取得之土地再行移

轉者， 係指繼承開始時該土地之公告現值。…」。 

三、有關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受理權利人申請發給地籍清理土地價金，

係按代為標售價金扣除土地增值稅等代扣款項，核發予權利人，惟代

為標售土地標出時，因登記名義人不明，稅捐機關係按原規定地價核

算土地增值稅。嗣經繼承人主張，依土地稅法第28條規定，因繼承而

移轉之土地免徵土地增值稅，申請依土地稅法第31條規定退還溢繳之

土地增值稅，案經稅務局核符規定應更正原核定稅額，並函復俟辦竣

退稅程序後，逕以雙掛號郵寄退稅支票予本局辦理發給地籍清理土地

權利價金。倘將溢繳退還之土地增值稅額，視同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

金，屬繼承人全體公同共有之財產，按繼承人之應繼分價金發給是否

妥當，提請討論。 

具體建議 

意見 

有關繼承人依規定提出申請退稅並經稅捐機關審查核符，因係更正原應納

土地稅額，致應發給繼承人之地籍清理土地價金金額增加，屬繼承人全體

公同共有之財產，似可依地籍清理條例第14條、第15條按繼承人之應繼分

發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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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北市地籍圖根點設置管理及維護要點」第五點，並自即

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 

109.10.12府授地發字第1097018334號 

說明： 

一、依本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37、42及44條規定辦理。 

二、本案業已完成本府法律事務管理系統線上填報作業，系統流水號為1091707J0001，

請本府法務局刊登本市法規查詢系統。 

臺北市地籍圖根點設置管理及維護要點第五點修正總說明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本市地籍圖根點之測定、管理及維護，前以本

府一Ο四年九月十日府授地發字第一Ο四三Ο六Ο八五ΟΟ號函修正發布名稱及全文七

點（原名稱:臺北市地籍測量標設置保護要點），惟本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於一Ο九年

四月二十三日將原管有之「臺北市控制測量成果管理系統」及「臺北市應用測量成果管

理系統」整合為「臺北市控制及應用測量成果系統」，本要點第五點條文中管理系統名

稱應依實際業務辦理方式修正文字，爰擬具本要點第五點修正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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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地籍圖根點設置管理及維護要點第五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圖根點應依下列規定管理： 

（ㄧ）開發總隊應建立管理臺北市

控制測量成果之系統，將全

市之圖根點資料建檔管理，

並提供本府各單位查詢使

用。 

（二）開發總隊及地政事務所就其

設置之圖根點，倘有新增、滅

失或改算等異動情形，應即檢

送異動成果予開發總隊納入

前款管理系統管理。 

五、圖根點應依下列規定管理： 

（ㄧ）開發總隊應建立「控制測量

成果管理系統」，將全市之

圖根點資料建檔管理，並提

供本府各單位查詢使用。 

（二）開發總隊及地政事務所就其

設置之圖根點，倘有新增、滅

失或改算等異動情形，應即檢

送異動成果予開發總隊納入

前款管理系統管理。 

配合本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原管

有之「臺北市控制測量成果管理系

統」及「臺北市應用測量成果管理

系統」整合為「臺北市控制及應用

測量成果系統」，且為免後續又因

系統名稱更迭致須迭次修正本要

點，爰依實際業務辦理方式修正文

字。 

臺北市地籍圖根點設置管理及維護要點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臺北市（以下簡稱本市）地籍圖根點之設置、

管理及維護，以達有效保存並作為地籍測量之依據，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市轄區內由本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以下簡稱開發總隊）及本市各地政事務所

（以下簡稱地政事務所）設置之圖根點，由各設置機關負責管理及維護。 

三、圖根點設置位置選定及配佈，除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外，應盡量選

擇設置於人行步道、安全島、堤防等位置，選定位置倘有其他機關已設置之控制點，

應以共點為原則。 

  圖根點樁標埋設，應視實地位置埋設鋼標、鋼釘、水泥樁或塑膠樁，埋設完成應繪

製點之記，內容包含點位位置略圖，註記標樁位置、通達順路與其相關固定地形地

物位置。 

四、圖根點因應業務需要永久保存者，應依國土測繪法及永久測量標設置管理作業要點

相關規定設置為永久測量標。 

五、圖根點應依下列規定管理： 

    （一）開發總隊應建立管理臺北市控制測量成果之系統，將全市之圖根點資料建檔

管理，並提供本府各單位查詢使用。 

    （二）開發總隊及地政事務所就其設置之圖根點，倘有新增、滅失或改算等異動情

形，應即檢送異動成果予開發總隊納入前款管理系統管理。 

六、圖根點應依下列規定維護： 

    （一）圖根點經設置後，設置機關應定期派員實施查對。 

    （二）開發總隊及地政事務所於辦理測量作業時倘發現圖根點有損壞、滅失、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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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檢測有誤等情形，應即通知原設置機關處理。 

七、本府各機關辦理整合管線年度計畫、道路加鋪修補或其他涉及道路堤防之公共工程

時，應於施工前提供施工範圍圖且邀集開發總隊與轄區地政事務所辦理會勘，並就

施工範圍內圖根點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圖根點經評估可原址保留者，工程完工後施工單位應通知原設置機關辦理檢

測。 

    （二）圖根點經評估應原址保留者，惟施工顯有困難時，施工單位應協助原設置機

關於原址配合施工重新埋設圖根點樁標，俟工程完工後再通知原設置機關重

新辦理測量。 

    （三）圖根點經評估無保留之必要者，應請施工單位於工程施工時ㄧ併移除。 

    （四）施工單位於施工時應注意維護圖根點之完整，倘有毀損施工範圍內或鄰近圖

根點之情形時，應立即通知原設置機關，並比照同項第二款規定辦理。 

    （五）違反前四款規定，致圖根點有損壞、滅失或移動等情形，施工單位應負擔圖

根點補建相關費用，每點以新臺幣四千元計收。 

    前項工程倘係機關委託廠商辦理者，應將前項規定納入工程契約規範。 

南投縣不動產聯盟協會申請認可辦理「地政士專業訓練」一案，

經核與地政士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認可辦法規定相符，

同意依所送計畫書辦理 

內政部函 南投縣不動產聯盟協會 

109.10.16台內地字第1090057195號 

說明： 

一、依據貴協會109年10月7日（109）投產聯協字第109023號函地政士專業訓練認可申

請書辦理，隨文檢送認可費收據1張。 

二、本部認可貴協會得辦理地政士專業訓練期限自本函發文日起3年；本案聘請師資人

員及講授課程，請確實依地政士專業訓練機關（構）學校團體認可辦法第3條第3

項規定辦理。 

三、貴協會辦理專業訓練時，應於每期開課前2週至本部「不動產專業人員訓練服務網」

（http://etrain.land.moi.gov.tw）申辦網路備查作業，及開班授課前1日完成

學員資料名冊上傳，並於課程結束後1週內上傳學員訓練課程與時數，俾利查詢。 

四、貴協會擇定之教學場地應符合建築管理相關法令規定，並應隨時注意消防安全設

備之設置及維護，以確保學員安全。 

五、另疫情期間如有辦理訓練課程，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相關防疫措施

配合辦理。 

內政部令釋地政機關受理農田水利會依農田水利法第23條規定

辦理權利變更登記之登記申請、登記原因、原因發生日期及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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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等，並自109年10月1日生效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9.10.19府授地登字第10901426571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09年10月15日台內地字第10902653783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其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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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台北市

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109.10.15台內地字第10902653783號 

主旨：檢送「土地登記規則第34條」規定之解釋令1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附件2 

內政部令 

109.10.15台內地字第1090265378號 

一、地政機關受理農田水利會依農田水利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辦理權利變更登記，其登記

之申請、登記原因、原因發生日期及應附文件如下： 

(一)登記之申請：由改制後之管理機關囑託各登記機關辦理。 

(二)登記原因：以「接管」為登記原因。 

(三)原因發生日期：農田水利會改制公務機關之日(即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月一日)。 

(四)應附文件： 

1.土地登記申請書。 

2.登記清冊(或改制移接清冊)。 

3.扣繳單位統一編號編配通知書影本(囑託登記公文已敘明，或土地登記申請書已載明並

加蓋機關印章者，得免附)。 

4.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得適用土地登記規則第三十五條第十四款規定免予提

出，並依同規則第六十七條第六款規定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 

5.土地增值稅及契稅免稅證明書，依財政部一百零九年九月三十日台財稅字第一○九○

○六六三五七○號函規定，得以登記清冊替代之。 

6.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二、是類案件，依財政部上開函規定，免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及契稅，並免辦理地價稅及

房屋稅查欠。 

三、登錄作業方式：以程式類別「所有權移轉、他項權利移轉」辦理，並依登記申請書

記明內容，點選【是否列印書狀】。 

四、本解釋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月一日生效。 

有關修正「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施行細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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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條文案，本府109年9月23日府法綜字第1093044774號令發布生

效日前、後標準之適用原則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總隊 

109.10.26北市地用字第1096027610號 

說明： 

一、依本府109年10月22日府授工園字第1093018732號函辦理，及本局109年9月30日北

市地用字第1096025765號函續辦，並檢送前開本府109年10月22日函1份。 

二、本府旨揭號令發布生效日（109年9月25日）前、後標準之適用原則，請依下列說

明辦理： 

（一）發布生效日尚未達成協議價購或公告徵收之109年度拆遷補償案，按修正後標準

辦理。 

（二）發布生效日前（含發布生效日）已達成協議價購或公告徵收之109年度拆遷補償

案，則循往例，依修正前標準辦理，但依從新從優原則，比照修正後標準，以行

政救濟金補發差額。 

三、副本連同附件抄送本局地價科、土地開發科及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所屬各工程處等 

109.10.22府授工園字第1093018732號 

主旨：有關修正「臺北市舉辦公共工程拆遷補償自治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案，本府

109年9月23日府法綜字第1093044774號令發布生效日前、後標準之適用原則，請

查照及轉知所屬。 
說明： 

一、依本府109年9月23日府法綜字第1093044774號令辦理。 

二、本府前揭號令發布生效日（109年9月25日）前、後標準之適用原則，請依下列說

明辦理： 

（一）發布生效日尚未達成協議價購或公告徵收之109年度拆遷補償案，按修正後標準

辦理。 

（二）發布生效日前（含發布生效日）已達成協議價購或公告徵收之109年度拆遷補償

案，則循往例，依修正前標準辦理，但依從新從優原則，比照修正後標準，以行

政救濟金補發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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