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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稅捐稽徵處函為辦理不動產移轉網路申報及一站式服務跨

機關介接作業配合辦理事項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9.11.19北市地登字第1096030526號 

說明：依本市稅捐稽徵處109年11月17日北市稽財乙字第1093223180號函辦理，隨文檢送

該函1份。 

附件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109.11.17北市稽財乙字第1093223180號 

主旨：為辦理不動產移轉網路申報及一站式服務跨機關介接作業，請轉知所屬各地政事

務所受理土地移轉登記案件時，依說明事項配合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電子申報作業要點及不動產移轉一站式服務跨機關介接

作業辦理。 

二、土地增值稅契稅印花稅電子申報作業要點第14點規定，申報人已依第10點辦理，

且經查無以前年度欠稅之案件，經稽徵機關審核無誤後，匯出已查欠完竣帶有職

名章之繳款書或免稅（不課徵）證明書及即予開徵房屋稅繳款書，完成申報程序。 

三、地價稅定期開徵期間為11月1日至11月30日，於該開徵期間之土地所有權移轉案

件，如土地增值稅繳款書載有「地價稅○○○年(當年)○○○元尚未繳納」，縱

其已辦理線上查欠完稅，仍應請當事人提示當年地價稅繳納收據或繳清證明。 

四、本市房屋稅定期開徵期間為5月1日至5月31日，於該開徵期間之建物所有權移轉案

件，如契稅繳款書載有「○○○年(當年)房屋稅定期開徵○○○元。」、「至○

○○年○○月止，即予開徵○○○元。」，縱其已辦理線上查欠完稅，仍應請當

事人提示房屋稅繳納收據或繳清證明。 

內政部函釋權利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4款規定單獨申請登

記，如未會同申請之義務人於辦畢登記後仍存有權利範圍持分

者，其未提出原核發之權利書狀應依同規則第67條規定於登記完

畢後公告註銷，並通知其換發權利書狀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9.11.26北市地登字第1096031163號 

說明：依內政部109年11月25日台內地字第1090266326號函辦理，隨文檢送該函1份。 

附件 

內政部函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109.11.25台內地字第10902663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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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權利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4款規定單獨申請之登記，如未會同申請之義務人

於辦畢登記後仍存有權利範圍持分者，其未提出原核發之權利書狀應依同規則第

67條規定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109年11月9日高市地政籍字第10933831800號函。 

二、按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4款規定，因法院、行政執行分署或公正第三人拍定、法

院判決確定之登記，得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又參照同規則第35條第3

款及第67條第6款規定，上開登記案件於申請登記時得免提出權利書狀，並應於登

記完畢後公告註銷。次查於69年增訂上開第67條（修正時為第57條）規定之修正

理由，係鑑於同一土地權利之權利書狀，不容有兩張以上同時在社會上流通使用，

以避免造成糾紛，故於辦理土地權利新登記時，對於未繳銷之權利書狀予以公告

作廢，合先敘明。 

三、至以權利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4款規定單獨申請之登記，如未會同申請之義

務人於辦畢登記後仍存有權利範圍持分之情形，茲考量其未提出原核發之權利書

狀所載權利範圍已與實際登記情形不符，恐有衍生糾紛之虞，且其權益尚不因權

利書狀公告註銷而受有影響，爰登記機關仍應依同規則第67條第6款規定於登記完

畢後公告註銷原核發之權利書狀，並通知未會同申請之義務人換發之。另申請登

記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依法與法院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者，如法院和解筆錄

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2條規定，亦得比照上開方式辦理。 

檢送「臺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建物面積更正標準作

業流程」1份，請依該作業流程規定辦理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09.11.26北市地測字第1096030768號 

說明：依本局109年度廉政暨機關安全維護會報會議紀錄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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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不動產訓練發展協會重新申請辦理「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

訓練」一案，經核與不動產經紀營業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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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不動產訓練發展協會 

109.11.2台內地字第1090265811號 

說明： 

一、依據貴會109年10月21日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練認可申請書辦理。 

二、本部認可貴會得辦理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練期限，自109年11月23日起3年。 

三、本項訓練包含30個小時之資格取得專業訓練課程及20個小時之換證專業訓練課程。 

四、本案聘請師資人員之學經歷資格條件及講授課程，請確實依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

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以下簡稱認可辦法）第4條第4項規定辦理。 

五、本案請確實依照核准專業訓練實施計畫所列課程計畫之「課程」及「時數」授課，

俾受訓完成後據以依規核實填載於「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練證明書」，並利

於爾後經紀營業員申請登錄、發證作業之辦理。 

六、依認可辦法第2條規定，年滿20歲之中華民國國民及外國人，始得參加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可之機構、團體舉辦之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訓練。 

七、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尚無規定中國大陸人民得在臺灣地區擔任不動產經紀營業

員或參加經紀營業員訓練，請勿受理中國大陸人民之報名參訓。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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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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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內至少應舉辦1場測驗，另應

於每期測驗3日前完成學員訓練時數上傳及受測人員名冊登載，始可於測驗當日

下載測驗試題及辦理測驗作業；倘貴會未依限登載名冊，將影響學員參加測驗權

益。 

九、參加貴會經紀營業員資格取得專業訓練課程，如有訓練時數不足者，應補足規定

時數後，始得參加測驗，其專業訓練證明書應校對正確後發給。 

十、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資格取得測驗題庫及相關更新訊息，請逕至中華民國不動產仲

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網站下載。 

十一、貴會擇定之教學及測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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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員專業訓練管

理，貴會個別教學及測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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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及受測人員上課、受測情形。 

十二、檢送認可費新臺幣1,000元收據乙紙。 

十三、副本連同本案計畫認可申請書抄送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及本部土地重劃工程處。 

中華房地產教育訓練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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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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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符，同意依所送計畫書辦理 

內政部函  中華房地產教育訓練協會 

109.11.9台內地字第1090055886號 

說明： 

一、依據貴會109年10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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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2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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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人員上課情形。 

六、檢送認可費新臺幣1,000元收據乙紙。 

中華房地產教育訓練協會重新申請辦理「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

訓練」一案，經核與不動產經紀營業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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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房地產教育訓練協會 

109.11.13台內地字第1090266058號 

說明： 

一、依據貴會109年10月26日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練認可申請書辦理。 

二、本部認可貴會得辦理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練期限，自109年12月6日起3年。 

三、本項訓練包含30個小時之資格取得專業訓練課程及20個小時之換證專業訓練課程。 

四、本案聘請師資人員之學經歷資格條件及講授課程，請確實依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

業訓練機構團體認可辦法（以下簡稱認可辦法）第4條第4項規定辦理。 

五、本案請確實依照核准專業訓練實施計畫所列課程計畫之「課程」及「時數」授課，

俾受訓完成後據以依規核實填載於「不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訓練證明書」，並利

於爾後經紀營業員申請登錄、發證作業之辦理。 

六、依認可辦法第2條規定，年滿20歲之中華民國國民及外國人，始得參加經中央主管

機關認可之機構、團體舉辦之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訓練。 

七、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尚無規定中國大陸人民得在臺灣地區擔任不動產經紀營業

員或參加經紀營業員訓練，請勿受理中國大陸人民之報名參訓。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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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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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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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內至少應舉辦1場測驗，另應

於每期測驗3日前完成學員訓練時數上傳及受測人員名冊登載，始可於測驗當日

下載測驗試題及辦理測驗作業；倘貴會未依限登載名冊，將影響學員參加測驗權

益。 

九、參加貴會經紀營業員資格取得專業訓練課程，如有訓練時數不足者，應補足規定

時數後，始得參加測驗，其專業訓練證明書應校對正確後發給。 

十、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資格取得測驗題庫及相關更新訊息，請逕至中華民國不動產仲

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網站下載。 

十一、貴會擇定之教學及測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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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員專業訓練管

理，貴會個別教學及測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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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及受測人員上課、受測情形。 

十二、檢送認可費新臺幣1,000元收據乙紙。 

十三、副本連同本案計畫認可申請書抄送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及本部土地重劃工程處。 

臺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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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109.11.23台內地字第1090055919號 

說明： 

一、依據貴會109年1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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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1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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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人員上課情形。 

六、檢送認可費新臺幣1,000元收據乙紙。 

台中市地政學會重新申請認可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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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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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依所送計畫書辦理 

內政部函 台中市地政學會 

109.11.23台內地字第1090266343號 

說明： 

一、依據貴會109年11月11日（109）中市地政學字第1090000025號函附109年11月10

日地政士專業訓練認可申請書與其附件及同年月18日補件資料辦理，隨文檢送認

可費收據1張。 

二、本部認可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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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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