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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更正該部111年3月25日台內地字第1110261637號函說明二

「......，不另修正『接收』登記原因之意義內容規定。」為

「......，不另修正『接管』登記原因之意義內容規定。」一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1.4.6北市地登字第1110112490號 

說明：奉交下內政部111年3月31日台內地字第1110261988號書函辦理，並檢送該書函1

份。 

附件1 

內政部書函  各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 

111.3.31台內地字第1110261988號 

主旨：有關本部111年3月25日台內地字第1110261637號函說明二，「......，不另修正

『接收』登記原因之意義內容規定。」係誤植，正確應為「......，不另修正『接

管』登記原因之意義內容規定。」，請查照並轉知所屬地政事務所。 

附件2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1.3.31北市地登字第1110111630號 

主旨：內政部函釋有關經濟部工業局前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區，其中原登記

國有之公共設施用地所有權擬依產業創新條例相關規定辦理變更登記為直轄市、

縣（市）有時，得以「接管」為登記原因一案，轉請查照。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111年3月25日台內地字第1110261637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1份。 

二、另來函說明二：「……，不另修正『接收』登記原因之意義內容規定。……」，

該「接收」應係「接管」之誤繕，併予敘明。 

附件3 

內政部函  花蓮縣政府 

111.3.25台內地字第1110261637號 

主旨：有關經濟部工業局前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開發之工業區，其中之公共設施用地所

有權擬依產業創新條例相關規定辦理變更登記為縣市有時，其登記原因選用疑義

一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111年3月10日府地籍字第1110047499號函。 

二、有關貴府所詢由中央主管機關開發之工業區，其區內原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99

年5月12日公布廢止）第64條規定登記所有權為國有（管理機關為經濟部）之公共

設施用地，嗣依產業創新條例第51條第1項第1款及第68條規定辦理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直轄市、縣(市)有，並變更管理機關為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現無適

當之登記原因可資適用1節，按本部84年4月7日台內地字第8405408號函已有明文

規定，非經常辦理之特例登記案件，其登記原因之填載，得由登記機關自行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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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相類登記原因標準用語 ，並得於地籍主檔其他登記事項欄或登記簿備考欄予

以註記。考量本案尚非經常辦理之特例登記案件，且與現行「接管」登記原因之

性質相類，是得依前開登記原因及84年4月7日函辦理，不另修正「接收」登記原

因之意義內容規定。日後如遇有其他工業區土地依前開規定辦理所有權移轉及管

理機關變更之登記案件，亦請參照本案模式辦理。 

內政部核復本市士林區溪洲段三小段556地號等土地經民事法院

判決塗銷國有登記，得否依土地法第12條第2項規定受理回復登記

一案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 

111.4.22府授地登字第1110115164號 

說明： 

一、依內政部111年4月19日台內地字第1100265521號函辦理，兼復貴所110年8月26日

北市士地登字第1107015342號函，並檢送內政部函1份。 

二、旨揭事項前經本府以110年8月31日府授地登字第11001313151號函報奉內政部以上

開111年4月19日函核復略以：「……二、揆諸土地法、河川管理辦法等浮覆土地

法令規定，浮覆土地如係日據時期滅失，於光復後未辦土地總登記者，將於其公

告劃出河川區域外，經公產管理機關辦理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後，再由原土地

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申請所有權回復登記，合先敘明。三、依來文所述本案土地

原係貴府為辦理區段徵收業務，因考量所有權權屬清理費時且為確認地籍狀況，

爰將河川區域範圍內之土地，依『關於水道浮覆地及道路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

處理原則』第1點規定辦竣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為國有；惟嗣由權利人提起訴訟

並經法院判決確定應予塗銷國有登記。查其辦理情形尚與上開規定有別，至後續

是否基於物權完整性之需要，並得由原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依土地法第12條第2

項規定申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宜由貴府衡酌個案需要本於權責妥處。四、承上，

倘貴府認得由原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申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基於本案既經法

院判決確定塗銷原國有之所有權登記，原國有土地管理機關將受判決拘束，是就

所擬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無須再徵詢原國有土地管理機關同意1節，尚屬有

據。」，本案請依內政部上開函釋辦理。 

附件 

內政部函  臺北市政府 

111.4.19台內地字第1100265521號 

主旨：有關貴市士林區溪洲段三小段556地號等土地經民事法院判決塗銷國有登記，得否

依土地法第12條第2項規定受理回復登記一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110年8月31日府授地登字第11001313151號函。 

二、揆諸土地法、河川管理辦法等浮覆土地法令規定，浮覆土地如係日據時期滅失，

於光復後未辦土地總登記者，將於其公告劃出河川區域外，經公產管理機關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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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後，再由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申請所有權回復登

記，合先敘明。 

三、依來文所述本案土地原係貴府為辦理區段徵收業務，因考量所有權權屬清理費時

且為確認地籍狀況，爰將河川區域範圍內之土地，依「關於水道浮覆地及道路溝

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處理原則」第1點規定辦竣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為國有；惟

嗣由權利人提起訴訟並經法院判決確定應予塗銷國有登記。查其辦理情形尚與上

開規定有別，至後續是否基於物權完整性之需要，並得由原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

依土地法第12條第2項規定申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宜由貴府衡酌個案需要本於權

責妥處。 

四、承上，倘貴府認得由原所有權人或其繼承人申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基於本案

既經法院判決確定塗銷原國有之所有權登記，原國有土地管理機關將受判決拘

束，是就所擬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無須再徵詢原國有土地管理機關同意1節，

尚屬有據。 

檢送本局簡化各地政事務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111年第3次會議

紀錄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111.4.20北市地登字第11160102361號 

說明： 

一、依本局111年4月8日北市地登字第1116008531號開會通知單及111年4月14日北市地

登字第1116009203號函續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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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法務局（以上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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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第3次)會議紀錄 
壹、 開會時間：111年4月18日（星期一）下午3時30分 

貳、 開會地點：本市市政大樓3樓民眾、記者接待室 

參、 主持人：潘○○副局長                                        紀錄：林○○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伍、 列席人員：略 

陸、 提案一:討論事項及結論 

一、提案單位：士林地政事務所 

二、案由：陳○○、陳□□、陳※※申辦本市文山區○○段○○小段26、27地號土

地及同段小段1353建號建物(○○路15號3樓)贈與登記疑義一案，提

請討論 。 

三、說明： 

(一)依據：111年士古字第000710號贈與登記案。 

(二)案情說明： 

1. 緣葉○○地政士代理受贈人陳○○、陳□□、陳※※(以下稱陳君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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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及贈與人蔡○○受贈人之母檢具贈與契約書、合夥契約書及其他證

明文件，以111年士古字第000710號登記案，申辦本市文山區○○段

○○小段26、27地號土地及同段小段1353建號建物（○○路15號3樓）

贈與登記。 

2. 依案附合夥契約書所載，陳君等3人約定依民法第667條規定，以本案

受贈之不動產作為出資經營共同事業，並約定以出租該不動產，收取

租金為其營業項目，由合夥人全體共同執行，且約定每年之年終召開

一次利潤結算會議，若有結算盈餘則平均分配；若有虧損亦平均分攤，

亦說明本合夥財產，為合夥人全體之公同共有，合夥人在關係存續中，

不得請求分拆合夥財產，若合夥財產不足清償合夥之債務時，各合夥

人對於不足額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等事項，爰主張本案受贈不動產屬合

夥事業之出資，請求登記為陳君等3人公同共有。 

(三)地籍資料記載情形: 

贈與人所有之不動產(文山區○○段○○小段) 

不動產標的 現有權利範圍 移轉權利範圍 

土地 
26地號 21/1839 21/7356 

27地號 7/584 7/2336 

建物 1353建號 1/2 1/8 

(四)法令及疑義分析： 

1.法令： 

(1)民法第827條 

「依法律規定、習慣或法律行為，成一公同關係之數人，基於其公

同關係，而共有一物者，為公同共有人。前項依法律行為成立之公

同關係，以有法律規定或習慣者為限。各公同共有人之權利，及於

公同共有物之全部。」 

(2)98年1月12日民法第827條修正理由 

「依法律行為而成立之公同關係，其範圍不宜過廣，為避免誤解為

依法律行為得任意成立公同關係，爰增訂第二項，明定此種公同關

係以有法律規定（例如第668條）或習慣者為限。」 

(3)民法第667條 

「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前項出

資，得為金錢或其他財產權，或以勞務、信用或其他利益代之。金

錢以外之出資，應估定價額為其出資額。未經估定者，以他合夥人

之平均出資額視為其出資額。」 

(4)民法第668條 

「各合夥人之出資及其他合夥財產，為合夥人全體之公同共有。」 

(5)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793號民事判決 

「……按民法之合夥，係指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分

享其營業所生之利益及分擔所生損失之契約，此觀之民法第六百六

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自明。是合夥應就如何出資及共同事業之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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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確實之約定，始足當之，倘僅單純出資取得財產，而未約定經營

共同事業者，縱將來可獲得相當之利益，亦僅屬合資或共同出資之

無名契約 。……」 

2.疑義分析： 

按民法第667條第1項規定：「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

營共同事業之契約。」準此，依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793號民事判

決「……按民法之合夥，係指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分享

其營業所生之利益及分擔所生損失之契約，此觀之民法第六百六十七條

第一項之規定自明。是合夥應就如何出資及共同事業之經營為確實之約

定，始足當之，倘僅單純出資取得財產，而未約定經營共同事業者，縱

將來可獲得相當之利益，亦僅屬合資或共同出資之無名契約。……」又

合夥，並非法人組織，其無獨立之法人格，依法不得為登記之主體。查

陳君等3人雖訂有合夥契約書，惟其等是否已有效成立合夥關係，似非

登記機關所得審認，得否逕依所請將合夥財產登記為陳君等3人公同共

有，不無疑義。案乏前例，爰提案討論。 

四、擬處理意見： 

本案案附合夥契約書約定以本案受贈之不動產作為經營共同事業，並約定

事業營業項目、執行方式、利潤分配及連帶債務負擔等事項，似已符合相關形

式要件，建議由陳君等3人切結確屬合夥關係無誤後予以受理，將受贈不動產

登記為3人公同共有，並依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 WEB版登記作

業手冊規定 於所有權部註明公同共有之關係。 

五、結論： 

按「稱合夥者，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前項出資，

得為金錢或其他財產權，或以勞務、信用或其他利益代之。金錢以外之出資，

應估定價額為其出資額。未經估定者，以他合夥人之平均出資額視為其出資

額。」及「各合夥人之出資及其他合夥財產，為合夥人全體之公同共有。」分

為民法第667條及第668條所明定，本案陳君等3人約定依民法第667條規定，以

本案受贈之不動產作為出資經營共同事業，並約定以出租該不動產收取租金為

其營業項目，由合夥人全體共同執行，由上開客觀事實足可認定本案受贈不動

產屬合夥事業之出資，依所請將合夥財產登記為陳君等3人公同共有實屬可

行。另合夥契約書非屬地政機關應審認之事項，故無須檢附，惟應就本案之合

夥關係，由申請人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位切結或另行提供說明書加以敘明。 

柒、 提案二:討論事項及結論 

一、提案單位：建成地政事務所 

二、案由：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黃○○地政士代理中華民國（管理機關：交通部）及○○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電信）申辦本市中正區○○路一段50號等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主張依土地登記規則第83條及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20點規定於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時，僅就該建物實際坐落

之土地分配基地權利範圍，本案因涉上開法令適用疑義，爰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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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說明： 

(一)依據： 

110年○○字第020120至020180號、第022560至022620號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案暨黃○○地政士111年3月23日及3月30日陳情函。 

(二)案情說明： 

1. 緣黃○○地政士代理交通部及○○電信申辦之本市中正區○○路一段

50號及中正區□□路一段24號等22戶區分所有建物分別領有95使字第

0205號及96使字第0207號(部分)使用執照。使用執照所載之地號為

○○段○○小段2、2-1、17地號等3筆土地。又2地號於民國89年11月

30日分割出2-2地號，經確認使用執照基地面積，本案建物建築基地應

為○○段○○小段2、2-1、2-2、17地號等4筆土地。土地產權概況如

下圖所示： 

中正區○○段○○小段2、2-1、2-2、17地號產權概況 

 

 

圖例 地號 
面積 

（平方公尺） 
所有權人/取得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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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號 31,315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買賣 

 2-2地號 5,458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買賣 

 17地號 6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買賣 

 2-1地號 5,853 

中華民國（管理機關：交通部）/

有償撥用 

2. 次查登記申請案所檢附之起造人分配協議書，專有部分僅就2-1及2-2

地號土地分配建築基地權利範圍，與上述本案之建築基地未符。本市

建成地政事務所爰以「四、請記明各建物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請補

正。（土地登記規則第83條）」等補正事項，通知補正，嗣本案因逾期

未補正於111年1月10日駁回在案。 

3. 另查本案建物應登記基地權利種類，前經交通部109年5月25日交總字

第1095006609號函檢送之「研商『交通部綜合辦公大樓（含○○電信

仁愛綜合大樓）新建工程』產權登記相關作業事宜會議紀錄」結論二，

國有及○○電信協議分得建物就對方土地之使用權源係「使用借貸」，

併予陳明。 

4. 代理人於111年3月23日、3月30日具函陳情，主張略以： 

(1) 本案建物實際僅坐落於○○段○○小段2-1、2-2地號二筆土地，

又2地號土地上已登記○○電信所有7棟建物，實難以區別地上建

物之基地權利範圍。 

(2) 依內政部87年11月25日台內地字第8712357號函意旨，區分所有

建物應分擔之基地應有部分並非應註明之項目。復依民法第799

條第4項規定，區分所有人得自行約定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

及基地之應有部分如何分配及登記，交通部及○○電信已就本案

土地使用及登記方式達成共識，登記機關即應依其約定准予登

記。 

(3) 本案建物僅註記建築基地地號而不載明○○段○○小段2、17地

號二筆土地之基地權利範圍，以免日後造成產權糾紛及疑義。 

(三)地籍資料記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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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本市中正區○○段○○小段2、2-1、2-2、17地號相關建物坐落

位置如下： 

已登記建物及本次申請標的基本資料概況如下表(○○段○○小段)： 

建號 建物門牌 

建物所有權人/ 

第一次登記申請

人 

建物 

性質 

實際 

坐落 

地號 

土地 

所有權人 

使用 

執照 

建築 

基地 

127-1 ○○路一段42號 ○○電信 

特別建物 

（非區分所有

建物） 

2 ○○電信 
63使字第

0397號 
2 

127-2 ※※路一段21號 ○○電信 

特別建物 

（非區分所有

建物） 

2 ○○電信 
64使字第

1692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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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3 ○○路一段42號 ○○電信 

特別建物 

（非區分所有

建物） 

2 ○○電信 
71使字第

0281號 
2 

127-4 ＃＃街21號 ○○電信 

特別建物 

（非區分所有

建物） 

2 ○○電信 
72使字第

0324號 
2 

127-5 
□□路一段28之1

號 
○○電信 

特別建物 

（非區分所有

建物） 

2 ○○電信 
73使字第

1041號 
2 

127-6 
※※路一段21之3

號 
○○電信 

特別建物 

（非區分所有

建物） 

2 ○○電信 
88使字第

0149號 
2 

127-7 □□路一段28號 ○○電信 

特別建物 

（非區分所有

建物） 

2 ○○電信 

64使字第

1692號 

（分割自

127-2 建

號） 

2 

本次申

請 

(爭議

標的) 

○○路一段50

號，4-22樓 

中華民國 

(交通部) 

區分所有建物 

2-1 
中華民國

(交通部) 

95年使字

205號 

(部分) 

2(陳情不分配，89

年分割增加2-2地

號) 

 

2-1(○○電信使用

借貸此國有地，陳

情依建物實際坐落

地號分配建物基地

權利範圍) 

 

17(陳情不分配) 

□□路一段24號1

樓 

中華民國 

(交通部) 

879060/1000000○

○電信

120940/1000000 

2-1 
中華民國

(交通部) 

96年使字

207號 

(部分) 

2-2 ○○電信 

□□路一段26號1

樓 B1、2-17樓 
○○電信 2-2 ○○電信 

(四)法令及疑義分析： 

1.法令： 

(1)民法第799條第4項 

區分所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依

其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之。但另有約定者，從

其約定。 

(2)土地登記規則第83條 

區分所有權人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除依第79條規

定，提出相關文件外，並應於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基地權利種類及範

圍。登記機關受理前項登記時，應於建物登記簿標示部適當欄記明

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 

(3)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20點 

區分所有權人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依土地登記規則

第83條規定應於申請書適當欄記明之基地權利種類，以所有權、地

上權或典權為限。 

(4)內政部86年3月27日台內地字第8674765號函 

同一所有權人在同一建築基地上擁有數個區分所有建物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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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分建物應分擔之基地應有部分之登載方式……一、同一所有權人

在同一建築基地上擁有數個區分所有建物時，為便於識別各區分所

有建物應分擔之基地應有部分，得於區分所有建物登記簿標示部予

以註明，其註記方式如左：（一）人工登記作業地區：於建物登記

簿標示部備考欄加註「基地權利範圍：○○地號○○○○分之

○○○○」。（二）電子處理作業地區：於地籍資料電子處理系統

規範第37頁及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規範之「其他登

記事項類別」中，增加代碼「DC」，資料內容為「基地權利範圍：」。

二、同一所有權人在同一建築基地上擁有數個區分所有建物，得於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或建物與其基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敘

明各區分所有建物應分擔之基地權利範圍，申請登記機關加註於建

物登記簿或地籍主檔上。建物所有權人為便於管理，得自行在土地

及建物所有權狀上註記各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權利範圍，以免混

淆。……。 

(5)內政部87年11月25日台內地字第8712357號函 

查「同一所有權人在同一建築基地上擁有數個區分所有建物

時，為便於識別各區分所有建物應分擔之基地應有部分，得於區分

所有建物登記簿標示部予以註明，其註記方式如左：（一）人工登

記作業地區：於建物登記簿備考欄加註『基地權利範圍：○○地號

○○○○分之○○○』。（二）電子處理地區：於地籍資料處理系

統規範第37頁及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規範之『其他

登記事項類別』中，增加代碼『DC』，資料內容為：『基地權利範

圍：』。」為本部86年3月27日台內地字第8674765號函所明釋；又

為已登記註記之地籍資料能於所有權狀顯示，使登記名義人便於識

別各區分所有建物應分擔之基地應有部分，並避免買賣糾紛之發

生，得由登記機關依當事人之申請時一併於建物所有權狀加註基地

○○號之權利範圍；電子處理作業地區，於列印建物所有權狀時，

讀取其他登記事項代碼「DC」，即列印基地權利範圍，爰修正「土

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規範」第200頁及「地籍資料電子

處理系統規範」第151頁之「建物所有權狀」格式暨列印方式，於基

地號項下加入「基地權利範圍」。 

2.疑義分析： 

(1) 查本案建物之建築基地為○○段○○小段2、2-1、2-2、17地號等

4筆土地，依「研商『交通部綜合辦公大樓（含○○電信仁愛綜合

大樓）新建工程』產權登記相關作業事宜會議紀錄」結論二，○○

電信就2-1地號國有土地之使用權源係「使用借貸」，尚無疑義。 

(2) ○○電信就其所有2、2-2、17地號依土地登記規則第83條意旨，

應主張分配之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惟現申請人主張因○○段

○○小段2地號土地上已登記○○電信所有7棟建物，難以區分各

別建築基地權利範圍，故請求僅就2-2地號之土地所有權分配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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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權利範圍。 

(3) 內政部86年3月27日台內地字第8674765號函及87年11月25日台內

地字第8712357號函係土地登記規則第83條增訂（90年9月）前，

為便於識別同一所有權人就同一建築基地上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

權利範圍分配情形，同意於建物登記簿加註並規範登載方式而為

之解釋，故非得據以排除土地登記規則第83條之強制規定。 

(4) 代理人主張依民法第799條第4項但書規定，本案得區分所有人自

行約定不登記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惟民法第799條但書所謂得自

行約定者，應指各區分所有建築物專有部分分擔之共有部分及基

地應有部分之「比例」，而非准許得約定不分配部分基地應有部分。 

四、擬處理意見： 

本案○○電信協議分得建物雖實際僅坐落於本市中正區○○段○○小段

2-2地號土地，惟其使用執照已載明建築基地尚有○○電信所有之○○段○○

小段2、17地號土地，故為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83條規定，○○電信仍應就其

所有○○段○○小段2、2-2、17地號之建築基地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基

地權利種類及範圍，俾本市建成地政事務所於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時，於「建物標示部」記明。 

五、結論： 

「區分所有權人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除依第79條規定，提出相

關文件外，並應於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登記機關受理前

項登記時，應於建物登記簿標示部適當欄記明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為土

地登記規則第83條所明定，另依建築法第11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建築基

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之法定空地。」故申請人申請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自當依規定於申請書記明其建築基地之權利種類

及範圍，以供登記機關於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於建物登記簿標示

部記明建築基地及建築基地之權利種類及範圍。 

又內政部86年3月27日台內地字第8674765號函及87年11月25日台內地字

第8712357號函係土地登記規則第83條增訂（90年9月）前，為便於識別同一

所有權人就同一建築基地上各區分所有建物基地權利範圍分配情形，同意於

建物登記簿加註並規範登載方式，尚非得據以排除上開土地登記規則第83條

強制規定之適用。 

本案相關建物雖僅分別坐落於○○段○○小段2-1及2-2地號，惟土地登記

規則第83條所應載明權利種類及範圍者，既係指建築基地，而非建物坐落，

自無由僅就建物自身坐落之地號土地記明其權利種類及範圍。末按「區分所

有權人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83條規定應於申請

書適當欄記明之基地權利種類，以所有權、地上權或典權為限。」為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20點所明定，本案建物因國有及○○電信業

已協議就其分得之建物於對方土地之使用權源係「使用借貸」，故除該「使用

借貸」之部分外，其餘皆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83條規定辦理。 

捌、 散會（下午4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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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部分條文，業經本部於中華民

國111年3月16日以文授資局物字第11130026291號令修正發布施

行，茲檢送發布令1份 

文化部函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等 

111.3.24文授資局物字第11130030473號 

附件 

文化部令 

111.3.16文授資局物字第11130026291號 

修正「考古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考古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部分條文。 

考古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二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下列情形之一，得進行考古遺址指定之審查： 

一、經由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考古遺址價值，並列冊追蹤者。 

二、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現疑似考古遺址者。 

三、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辦理調查時，發現疑似考古遺址者。 

四、因自然力破壞，發現疑似考古遺址者。 

五、主管機關認有必要者。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三項規定，得就已指定之直轄市定、縣（市）

定考古遺址或接受各級主管機關、個人、團體提報已指定之直轄市定、縣（市）

定考古遺址，進行國定考古遺址指定之審查。 

各級主管機關、個人、團體依前項規定提報時，應檢具提報表與認定具備第三

條第二項指定基準之說明及評估理由，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第三條  直轄市定、縣（市）定考古遺址之指定，應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一、具文化發展脈絡中之定位及學術研究史上之意義者。 

二、具文化堆積內涵之特殊性及豐富性者。 

三、具同類型考古遺址數量之稀有性或保存狀況之完整性者。 

國定考古遺址之指定，除依前項基準外，並應具全國代表性及價值。 

第五條  主管機關辦理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公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位置或地址。 

二、考古遺址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三、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 

四、公告日期及文號。 

前項公告，應揭示於主管機關公布欄三十日，並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或資訊

網路。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第四條第三項函報備查，應具備下列文件、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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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告及考古遺址清冊。 

二、現場勘查紀錄。 

三、審議會會議紀錄及本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之評估報告。 

四、其他相關文件、資料。 

前項第一款之考古遺址清冊，應載明下列事項，並附圖片電子檔： 

一、名稱、位置或地址。 

二、考古遺址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三、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四、公告日期及文號。 

五、考古遺址所定著土地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之基本資料。 

六、考古遺址之文化意義及歷史沿革。 

七、考古遺址之現狀、特徵及使用情形。 

八、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使用地類別、附近景觀及使用狀況。 

九、其他相關事項。 

考古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考古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訂定發

布後，曾於九十九年十一月十日、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及一百零八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經歷三次修正施行。 

茲為明確文化資產保存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六條第五項規定考古遺址指定基

準、廢止條件、審查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使主管機關對於考古遺址指定及廢

止之審查相關事宜，更符合專業合理及實務需要，爰修正本辦法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實務上常有考古遺址因自然力因素導致文化層露出(如颱風、地震等)，爰新增第一

項第四款規定，定明因自然力破壞，發現疑似考古遺址者，主管機關得進行考古遺

址指定之審查。(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修正考古遺址之指定基準。(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考古遺址屬史前人類生活之場域，相較於其他類文化資產，無法明確以功能或屬性

進行「種類」之區分，爰修正考古遺址指定公告、清冊應記載事項，刪除應記明「種

類」規定。(修正條文第五條、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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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於下列情形之

一，得進行考古遺址指

定之審查： 

一、經由普查或接受個

人、團體提報具考古

遺址價值，並列冊追

蹤者。 

二、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

行為進行中，發現疑

似考古遺址者。 

三、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

建工程計畫辦理調

查時，發現疑似考古

遺址者。 

四、因自然力破壞，發現

疑似考古遺址者。 

五、主管機關認有必要者。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

第四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得就已指定之直

轄市定、縣（市）定

考古遺址或接受各級

主管機關、個人、團

體提報已指定之直轄

市定、縣（市）定考

古遺址，進行國定考

古遺址指定之審查。  

各級主管機關、個

人、團體依前項規定

提報時，應檢具提報

表與認定具備第三條

第二項指定基準之說

明及評估理由，向中

央主管機關提出。 

第二條  直轄 市、縣（市）

主管機關於下列情形之

一，得進行考古遺址指

定之審查： 

一、經由普查或接受個

人、團體提報具考古

遺址價值，並列冊追

蹤者。 

二、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

行為進行中，發現疑

似考古遺址者。 

三、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

建工程計畫辦理調

查時，發現疑似考古

遺址者。 

四、主管機關認有必要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已

指定之直轄市定、縣

（市）定考古遺址或

接受各級主管機關、

個人、團體提報已指

定之直轄市定、縣

（市）定考古遺址，

進行國定考古遺址指

定之審查。 

各級主管機關、個

人、團體依本法第四

十六條第三項規定提

報時，應檢具提報表

與認定具備第三條第

二項指定基準之說明

及評估理由，向中央

主管機關提出。 

一、因實務上常有因自然

力因素導致文化層露

出（如颱風、地震

等），爰新增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定明因

自然力破壞，發現疑

似考古遺址者，主管

機關得進行考古遺址

指定之審查。現行條

文第一項第四款移至

修正條文第一項第五

款規定。 

二、另為明確中央主管機

關受理提報指定為國

定考古遺址之程序、

法令依據等相關事

項，爰修正第二項、

第三項文字。 

第三條 直轄市定、縣（市）

定考古遺址之指定，應

第三條 直轄市定、縣（市）

定考古遺址之指定，應

現行條文規定直轄市

定、縣（市）定考古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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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一、具文化發展脈絡中之

定位及學術研究史

上之意義者。 

二、具文化堆積內涵之特

殊性及豐富性者。 

三、具同類型考古遺址數

量之稀有性或保存

狀況之完整性者。 

國定考古遺址之指

定，除依前項基準

外，並應具全國代表

性及價值。 

符合下列各款基準： 

一、考古遺址在文化發展

脈絡中之定位及意

義性。 

二、考古遺址在學術研究

史上之意義性。 

三、考古遺址文化堆積內

涵之特殊性及豐富

性。 

四、同類型考古遺址數量

之稀有性。 

五、考古遺址保存狀況之

完整性。 

六、考古遺址供展示教育

規劃之適當性。 

七、具其他考古遺址價值

者。 

國定考古遺址之指

定，除依前項基準

外，並應具全國代表

性及價值。 

之指定基準，須符合現行

條文第一項所定第一款

至第七款之規定。惟查上

開指定基準係依循早期

內政部執行普查考古遺

址調查研究之依據，歷經

多年皆未檢討；次按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三條第一

款第五目規定：「本法所

稱文化資產，指具有歷

史、藝術、科學等文化價

值，並經指定或登錄之下

列有形及無形文化資

產：…（五）考古遺址：

指蘊藏過去人類生活遺

物、遺跡，而具有歷史、

美學、民族學或人類學價

值之場域。」查現行條文

第一項序文規定考古遺

址之指定須符合同項第

一款至第七款之基準規

定，過於嚴苛，不利於考

古遺址保存維護。爰重新

檢視現行條文第一項各

款基準規定，依其屬性及

特性歸納成為三款基

準，並修正第一項序文文

字，定明考古遺址基準之

指定，須符合修正條文第

一項各款基準之一即可。 

第五條  主管機關辦理前

條第一項第三款公告，

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位置或地址。 

二、考古遺址所定著土地

之範圍。 

三、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 

四、公告日期及文號。 

前項公告，應揭示於

主管機關公布欄三十

第五條  主管機關辦理前

條第一項第三款公告，

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種類、位置或

地址。 

二、考古遺址所定著土地

之範圍。 

三、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 

四、公告日期及文號。 

第一項公告，應揭示

一、查考古遺址屬史前人

類生活之場域，可能

包含聚落、墓葬、軍

事、工業生產等，爰

相較於其他類文化

資產，無法明確以功

能或屬性進行「種

類」之區分，爰刪除

第一項第一款「種

類」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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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並刊登政府公

報、新聞紙或資訊網

路。 

於主管機關公布欄三

十日，並刊登政府公

報、新聞紙或資訊網

路。 

二、第二項文字酌作修

正。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第四條第

三項函報備查，應具備

下列文件、資料：  

一、公告及考古遺址清冊。  

二、現場勘查紀錄。  

三、審議會會議紀錄及本

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

第二項、第三項規定

之評估報告。  

四、其他相關文件、資料。  

前項第一款之考古遺

址清冊，應載明下列

事項，並附圖片電子

檔：  

一、名稱、位置或地址。 

二、考古遺址所定著土地

之範圍。 

三、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

據。 

四、公告日期及文號。 

五、考古遺址所定著土地

之所有人、使用人或

管理人之基本資料。 

六、考古遺址之文化意義

及歷史沿革。 

七、考古遺址之現狀、特

徵及使用情形。 

八、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

使用地類別、附近景

觀及使用狀況。 

九、其他相關事項。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辦理第四條第

三項函報備查，應具備

下列資料：  

一、公告及考古遺址清冊。  

二、現場勘查紀錄。  

三、審議會會議紀錄及本

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

第二項、第三項規定

之評估報告。  

四、其他相關資料。  

前項第一款之考古遺

址清冊，應載明下列

事項，並附圖片電子

檔：  

一、名稱、種類、位置或

地址。 

二、考古遺址所定著土地

之範圍。 

三、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

據。 

四、公告日期及文號。 

五、考古遺址所定著土地

之所有人、使用人或

管理人之基本資料。 

六、考古遺址之文化意義

及歷史沿革。 

七、考古遺址之現狀、特

徵及使用情形。 

八、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

使用地類別、附近景

觀及使用狀況。 

九、其他相關事項。 

一、第一項序文增訂「文

件」一詞。 

二、第二項第一款刪除

「種類」等文字，修

正理由同修正條文

第五條說明第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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