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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修正核定「臺北市 71年度公共建設土地債卷發行辦法」 

行政院函  臺北市政府                            70.9.29臺（70）財字第 13869號 

說明： 

一、復 70.9.4（70）府法二字第 41837號函，並照本年 9月 24日本院第 1749次會議

決議辦理。 

二、本年8.17（70）府財三字第 38599號函報之「臺北市公共建設土地債券發行計畫」

內容已包含於辦法中，不另函復 

三、抄附臺北市71年度公共建設土地債券發行辦法一份。 

附件1 

臺北市71年度公共建設土地債券發行辦法 

第1條  為徵收市區道路用地，依臺灣地區公共建設土地債券發行條例規定，發行公共

建設土地債券（以下簡稱本債券），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本債券專作依照土地法徵收市區道路用地，補償土地價款之用。 

第3條  徵收市區道路用地應行補償之地價，每戶總額在 100萬（新臺幣以下同）以下

者，全部發給現金；超過 100萬元者，其超過部分之半數以本債券搭發之，其

餘半數及未達最低票面額 1000元以下之餘額部分，發給現金。 

第4條  本債券發行數額訂為 12億5000萬元。 

前項發行數額，得視搭發成數之實際需要酌予增減；發行日期得視實際情況隨

時變動。 

第5條  本債券之發行及其還本付息事務，由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委託臺北市

銀行辦理。 

第6條  本債券面額分為 10萬元、5萬元、5000元及1000元五種。 

第7條  本債券利率為年息一分二厘。 

第8條  本債券償還期限為七年，第一、二期年僅付利息，自發行之日起，每屆滿一年，

付息一次；自第三年起，每年平均攤還本息一次，期滿全部還清。 

第9條  補償地價所需現金及本債券到期應付之本息，由本府按年列入本市地方總預

算。 

第10條  本債券採無記名式，憑券兌付，不得掛失；並不適用民法第 720條第1項但書、

同法第725條及第727條之規定。 

第11條  本債券得轉讓、買賣或充司法上、稅務上與其他公務之保證。 

第12條  本債券當年息票或本息票，得十足抵繳本市之工程受益費。 

第13條  本債券免予課徵印花稅及所得稅。 

第14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2 

臺北市議會函  臺北市政府                       70.10.6北市議事財字第2719號 

主旨：貴府為確切執行本市 71年度預算內計畫徵收之市區道路用地作業，特依規定配合

發行公共建設土地債券新臺幣 12億 5000萬元，請予同意乙案函復查照。 

說明： 

一、本案經本會第三屆第8次大會第24次會議議決：「同意」。 

二、復  貴府（70）府財三字第 40014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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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地政資訊系統研究發展小組設置要點 

臺北市政府70.6.9府人一字第25567號函修正核定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速推動地政資料納入電子處理業務，以達簡政便

民及提高行政效率之目的，特設置「臺北市地政資訊系統研究發展小組」（以下簡稱

本小組）。 

二、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本府地政處副處長兼任，另聘委員五人，除其中二人由本

府電子處理資料中心主任及本市古亭地政事務所主任兼任外，內政部地政資料中心，

本府主計處及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各推薦代表一人兼任。 

三、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有關工作計畫之審議事項。 

（二）有關財務計畫之審議事項。 

（三）有關工作進度之督導及管制事項。 

（四）有關業務之分工、協調、聯繫事項。 

（五）有關作業系統規劃設計之評估事項。 

（六）其他有關事項。 

四、本小組下置總幹事一人，由本府地政處派員兼任，承召集人之命綜理組務，置幹事

若干人，由有關單位指派業務主辦人員兼任。 

五、本小組得視工作需要，由召集人隨時召集各委員舉行會議，其決議事項除需簽報市

長核定後付諸實施者外，分送各有關單位辦理。 

六、本小組舉行會議時，得邀請學者或專家列席。 

七、本小組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支領兼職車馬費或研究費。 

八、本小組所需經費在年度預算項下核實列支。 

九、本小組設置要點自核定後實施，並於小組任務完成後撤銷之。 

關於內政部函釋土地法第 34條之 1第 1項處分，應包括共有物分割

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所                 70.10.23北市地一字第46948號 

說明：依內政部70.10.19臺內地字44424號函副本辦理，併檢送該函影本乙份。 

附件 

內政院函 行政院秘書處                     70.10.19（70）臺內地字第44424號 

主旨：關於土地法第 34條之1第1項處分，應包括共有物分割，請  查照轉陳。 

說明： 

一、依據  貴處70.9.1臺（70）內字第28330號交議案件通知單辦理。 

二、案經邀集法務部（未派員）、臺灣省地政處、臺北市政府地政處、高雄市政府地

政處研商獲致結論： 

（一）按共有物分割得否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規定辦理，前經內政部邀集

司法行政部等有關機關會商獲致結論：「共有土地之買賣行為，屬高度處分

行為，既得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 1項規定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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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則土地分割為共有土地處分中之低度處分行為，

亦應有該條項之適用。」並以 67.5. 10臺內地字第784534號函釋有案。共

有物分割，性質上屬於共有物處分行為，自得援用該法第 1項規定辦理，

前開結論應予維持。 

（二）土地法第 34條之1第 6項係將「分割」或「其他處分」並列，而未採「處

分」一語，已明示「分割」係「處分」行為之一；又該第 6項規定意旨係

為便利民眾處分共有土地，並期疏減訟源。故共有人不能自行協議分割或

處分得聲請地政機關調解，調解結果，經全體同意或部分同意合於第1項

規定之要件者，為調解成立，共有人得依有關規定辦理處分土地之各項手

續；從而第1項之「處分」自應包含「分割」，否則全條法意，即無由連貫。 

凡受理同一號土地或建物之公用財產登記，其管理機關應以一個為

限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所                 70.10.2北市地一字第 44671號 

說明： 

一、經查本市木柵區興華段 837號土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惟以考試院管理 32/100 

、考選部管理 32/100、銓敘部管理 36/100 辦理登記，並分別發給 3 張權狀與同

一標的同一權利主體僅得發給一張權利書狀原則不合。 

二、依照「國有財產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公用財產為二個以上機關共同使用，

不屬於同一機關管理者，其主管機關由行政院指定之」，又「臺灣省省有財產管理

規則」第6條第1項後段規定：「公用財產為二個以上機關共同使用，不屬於同一

機關管理者，其管理機關由政府指定之」及「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規則」第7條

後段規定：公用財產為兩個以上機關共同使用或情形特殊，不屬於同一機關管理

者，其管理機關報由本府核定之」。是以嗣後受理公用財產之登記時，經審查結果

發現有如說明一之情形者，應先通知依照上開規定補正（指定一個機關為管理機

關），始得予以登記。 

三、副本抄送本府財政局及本處技術室、第一科。 

凡於 69年 11月 10日「臺灣地區土地房屋強制執行聯繫辦法」修正

前，取得法院拍賣之不動產，可憑執行法院核發之權利移轉證明書，

逕向地政機關辦理土地房屋權利變更登記 

財政部函  臺灣省政府財政廳                      70.9.19（70）臺財稅第 37984號 

說明： 

一、依據貴廳 70.5.16（70）財稅四字第 05686 號、70.8.6（70）財稅四字第 09506 號

函及行政院秘書處 70.8.6（70）臺財移字 25302 號移文單交下黃○○君申請書辦

理。 

二、查「臺灣地區土地房屋強制執行聯繫辦法」第7條、第10條及第12條，業經行

政院於69年11月10日會同司法院修正公布，在上開辦法修正前，法院執行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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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動產，在拍定當時既未規定應檢附稅捐機關核發之完稅證明，其於拍定後辦

理登記時，應憑法院核發之移轉證明書，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免依修正後之第 10

條規定辦理。本部 70.1.26 （70）臺財稅字第 30662 號函有關法院執行拍賣之不

動產尚未辦妥移轉登記者，應適用修正後第 10條規定辦理一節，應變更為在該辦

法第10條修正前業經法院拍定之不動產，免依修正後第 10條規定辦理。 

內政部函釋債權人代位申辦繼承登記製作之繼承系統表未盡完整，

可否予以受理疑義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所                  70.10.9北市地一字第45194號 

說明：依內政部70.10.6臺內地字46494號函副本辦理，併檢送該函及原附件影本各乙份。 

附件1 

 內政部函 高雄市政府地政處                  70.10.6（70）臺內地字第 46494號 

主旨：債權人代位申辦繼承登記製作之繼承系統表未盡完整，可否予以受理疑義乙案，

復如說明二，請查照。 

說明： 

一、復  貴處70.6.30（70）高市地政一字第6094號函，並檢還附件乙宗。 

二、按繼承系統表應依戶籍記載之被繼承人與繼承人資料製作之，復查戶籍登記，首

重與事實相符，戶籍登記事項有錯誤或脫漏時，應為更正登記。本案如係戶籍出

生別登載錯誤，應依「戶籍登記錯誤申請更正處理要點」第 4條規定逕向戶籍地

戶政事務所申辦更正登記後，再依正確戶籍資料製作繼承系統表申辦繼承登記。 

三、檢附「戶籍登記錯誤申請更正處理要點」影本乙份。 

附件2 

戶籍登記錯誤申請更正處理要點 

 內政部67.12.30臺內戶字第 820079號函頒實施 

一、本要點依據戶籍法第 36條規定訂定之。 

二、本要點更正事項，以戶籍登記之本籍、父母姓名、配偶姓名、出生別等項為範圍。 

三、前項登記，因戶籍人員過錄錯誤者，由戶政事務所主動負責查明更正。 

四、非戶籍人員過錄錯誤者，應憑下列證件之一，向戶籍地戶政事務所申請更正登記： 

（一）各省縣市所發之原始國民身分證。 

（二）臺灣省光復前之戶口調查簿、謄本、或有關戶籍資料。 

（三）各級政府機關或合法團體之證明文件 

（四）法院判決書、裁定書、認證書及檢察處處分書等。 

（五）公私立醫院、或合格助產士接生之出生證明書。 

（六）各級學校或軍、警學校及各種訓練班、團、隊畢（肄）業證明文件。 

（七）其他足資證明文件。 

五、證據之採認，戶政機關如有疑難者，應加具審查意見，轉報省、市政府核辦；省、

市政府仍有疑難者，應加具審查意見，轉報內政部核辦。 

六、申請更正或補填戶籍登記及其記載項目，均以一次為限。 

七、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之更正，仍依照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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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要點自發布日實施。 

內政部函釋以「繼承」為原因申辦耕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無須簽註

有無三七五租約關係或檢具無訂立三七五租約證明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所                70.10.14北市地一字第 45553號 

說明：依內政部70年 10月8日臺內地字第43329號函副本辦理，併檢送該函影本乙份。 

附件 

內政院函 臺灣省政府                        70.10.8（70）臺內地字第43329號 

主旨：關於以「繼承」為原因申辦耕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無須簽註有無三七五租約關係

或檢具無訂立三七五租約證明，復如說明二，請查照。 

說明： 

一、復  貴府 70年 8月 21日（70）府地六字第 115238號函曁  貴省地政處 70年 8

月3日（70）地六字第 47251號函。 

二、按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一切

權利義務。民法第 1147條、第 1148條定有明文。因繼承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不待

登記而發生效力，此觀民法第 759條規定甚明，從而繼承人申辦耕地繼承登記，

與一般買賣移轉有別，可免予簽註三七五租約關係或檢具無訂立三七五租約證明。

至如何加強鄉鎮公所與地政事務所間對耕地繼承案件三七五租約之管理，請省市

政府地政處逕為核處。 

三、副本抄送臺北市、高雄市政府地政處。 

辦理抵押權塗銷登記，申請人未檢附原發之他項權利證明書時，應

切實依照土地法第 79條第 2款規定公告一個月，期滿無人異議後，

始得辦理抵押權塗銷登記，本處66年8月31日北市地一字第22017

號函（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66年 9月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所                 70.10.5北市地一字第 44993號 

說明： 

一、查高雄市民羅○○、羅□□父子以其妻、母所有不動產提供擔保向他人借款，於

經高雄市新興地政事務所辦理抵押權登記，並取得借款後，再偽造債權人之印鑑

證明書及債務清債證明書向新興地政事務所辦理抵押權塗銷登記，辦畢抵押權塗

銷登記後，又提供該不動產為擔保向他人借款，依同一手法連續行騙六次；且六

次抵押權塗銷登記均以他項權利證明書遺失為由而未提出。嗣經受害人分別向高

雄地方法院及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指控新興地政事務所人員有勾結、貪污之嫌

及該所應負損害賠償之責，均經該等法院四次不起訴及兩次無賠償責任之確定判

決在案。復查該等法院判決新興地政事務所人員不予起訴之理由不外偽造之文件

非地政人員所能辨識真偽及他項權利書遺失已依土地法規定公告一個月，期滿無

人提出異議始准予塗銷登記；故本處66年 8月31日北市地一字第22017號函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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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便民措施，為免影響他項權利之權益，應予停止適用。 

二、嗣後審理抵押權塗銷登記，申請人未檢附原發之他項權利證明書時，除應切實依

照主旨所敘辦理外，並應採下列措施，以資防杜： 

（一）抵押權塗銷登記案件所附證明文件仍應切實審查，不得因快速處理（1小

時內辦竣）而有所疏忽。 

（二）他項權利證明書因遺失公告作廢時，應通知原抵押權人，登記完畢通知亦

應副知原抵押權人；如抵押權人住址變更登記同時申請時，應就新舊地址

分別寄送（如抵押權人住址已有變更，而未申請住所變更登記者，亦應按

新舊地址寄送）。 

（三）前項通知經退回時，應即派員查證該抵押權塗銷登記所附之證明文件是否

真實。 

研討本市之道路截角處理事宜會議紀錄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函  地政處等                     70.10.9北市工二字第 67382號 

說明： 

一、本局本（70）年8月25日邀請研討本市之道路截角處理事宜紀錄，業經簽奉 市

長核可，請查照辦理。 

二、副本抄發本局新建工程處、養護工程處及建管處。 

附件 

研討本市之道路截角處理事宜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70年8月25日下午2時30分 

二、地點：工務局第二會議室 

三、主席：黃○○                                                紀錄：林○○ 

四、出（列）席單位：（略） 

五、結論：依照研討事項討論結論如下： 

（一）公告圖截角大於現行標準截角，惟未註明半徑，其地籍已有分割線者及地籍未

有分割線者，其截角如何訂定？ 

決議：(1)地籍已有分割線者：按地籍分割線截角。（避免產生畸零地，對交通

安全較有利，視距較長）。 

(2)地籍未有分割線或分割線小於現行標準截角表者，依現行標準截角表

現規定截角。（對交通安全較有利，沒有畸零地問題，視距較好）。 

（二）公告圖繪有截角，且地籍已有截角分割線，而依現行標準截角表規定無須截角

者應否截角？ 

決議：照現行截角表規定不予截角，但路口之其他交角均已截角者，專案簽報

予以截角。 

（三）公告圖未繪有截角，而依現行標準截角表規定應予截角者，及道路邊綠帶已變

更取消，致路寬加大，依現行標準截角表規定應予截角者，是否應予截角？ 

決議：照現行截角表規定截角。 

（四）依現行標準截角表規定無須截角，而現場道路已依原截角表規定築造完成截角，

且地籍已分割者，應否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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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按原截角表規定分割之地籍線截角，遇有特殊情況再另行簽報。 

（五）現場已築之道路截角大於現行標準截角表規定者，是否應照現行標準截角表辦

理。 

決議：按現況已截之截角線辦理（道路已使用多年，已有公共地役權存在，避

免截角不等不齊）。 

（六）已辦理土地重劃地區之截角如何處理？ 

1.土地重劃截角線大於現行標準截角規定者，維持原重劃截角線。 

2.土地重劃線已有截角，而依現行標準截角表規定無須截角者，仍照土地重劃

截角線裁角，（因該截角土地已由參加土地重劃者共同負擔，不宜再由申請

人購買建築）。 

3.土地重劃線未設截角，或小於現行標準截角表規定者，按現行截角表規定辦

理。但因土地重劃已分擔公共設施用地，且產權面積已定，另專案簽報，於

建照申請時，對該截角部分之土地准予以空地計算。 

六、散會。 

研討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僅勘測位置圖免再勘測平面圖作業方案

執行細節有關事宜會議紀錄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所                70.10.20北市地一字第 46903號 

說明：依本處70年10月7日北市地一字第44698號開會通知單續辦。 

附件 

研討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僅勘測位圖免再勘測平面圖作業方案執行細節有關事宜

會議紀錄 

一、時間： 70年10月15日上午9時30分 

二、地點：本處3樓會議室。 

三、主席：許專門委員○○。                                        紀錄：蔣○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五、結論：  

（一）為便於當事人陸續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地政事務所依據本府工務局

核發竣工平面圖副本轉繪之建物平面圖及實地測繪位置圖等成果資料，仍由

各地政事務所第二課歸檔保管為宜。 

（二）查本府工務局為配合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業已函請建築師公會等有

關單位，自本（70）年 9月1日起向該局申請使用執照者，應加製竣工圖乙

份，如當事人係於9月1日以前申領使用執照，僅憑一份加蓋發照章之竣工

平面圖副本持往地政事務所申辦登記時，各地政事務所應仍照以往方式，於

審查完竣後，留存竣工平面圖影印歸檔；如當事人係於 9月1日以後申領使

用執照，地政事務所得留存蓋有發照章之竣工平面圖副本以檔案夾歸檔。如

當事人認為仍確有需要者，得以影本發還。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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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試辦測繪建物地籍圖實施要點」部分內容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松山地政事務所              70.10.15北市地一字第 45907號 

說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 70年10月9日70臺內地字第47130號函辦理。 

二、關於修訂「試辦測繪建物地籍圖實施要點」（原要點請見70年 5月份地政法令月

報）乙案，業經報奉內政部同意備查，茲檢送部函影本乙份，請自即日起實施。 

附件1 

內政院函 臺北市政府                        70.10.9（70）臺內地字第47130號 

主旨：所送修訂「試辦測繪建物地籍圖實施要點」乙案同意備查，復請查照。 

說明：復  貴府70年9月21日70府地一字第20341號函。 

附件2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內政部                  70.9.21（70）府地一字第20341號 

主旨：本府擬修訂試辦測繪建物地籍圖實施要點，敬請核備。 

說明： 

一、依貴部70年5月11日70臺內地字第19984號函辦理。 

二、查本府地政處試辦測繪建物地籍圖實施要點，業經本市松山地政事務所就本市松

山區（都市計畫屬於農業區、保護區部分除外），自本(70)年5月 1日起開始試辦，

為使本項實施要點更臻完善，經本府地政處就該要點作業程序（三）、（四）兩項

詳予研究，擬合併為一項並修訂如下： 

前項測量成果整理完畢後，應將建物位置移繪於地籍原圖上，建物邊線以紅線繪

製，如建物邊線與地籍線一致時，以地籍線為邊線。建物構造及層數應依使用執

照之記載，以下列代號用黑色註記於該建物位置內，建物位置另以不同顏色表示。 

1.構造： 

(1)鋼骨造以「甲」註記，建物位置以黃色表示。 

(2)鋼筋混凝土造以「乙」註記，建物位置以淡紅色表示。 

(3)加強磚造以「丙」註記，建物位置以藍色表示。 

(4)磚造以「丁」註記，建物位置以綠色表示。 

(5)土石造以「戊」註記，建物位置以棕色表示。 

(6)木造以「己」註記，建物位置以靛色表示。 

2.建物層以阿拉伯數字註記於建物構造代號右下方。 

例：加強磚造五層樓，以「丙 5」表示之 

有關地籍圖重測土地界址糾紛案件經訴請法院審理後，原有調處效

力疑義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呂○○先生                    70.10.2北市地一字第44146號 

說明：查地籍圖重測土地界址糾紛案件，係屬私權爭執，既經當事人訴請法院審理，地

政機關即應俟法院判決確定後，依法院判決內容辦理登記。至法院所作判決內容

是否參酌調處情形，係屬司法機關職掌，本處未便表示意見。臺端對本案法院判

決內容有所疑義，請逕洽詢該管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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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耕地地目變更作業要點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所、測量大隊       70.10.12北市地一字第45827號 

說明： 

一、依本處70年9月11日北市地一字第41848號開會通知單續辦。 

二、副本抄送臺灣省糧食局、瑠公、七星農田水利會、本市稅捐稽徵處、本府建設局

及抄發本處技術室、三科、一科（均含附件乙份）。 

附件 

臺北市耕地地目變更作業要點 

一、法令依據：為維護本市農業生產，統一耕地地目變更作業程序，特依土地法第 82

條、都市計畫法第 33條、內政部 61年8月24日臺內地字第486856號函頒「改進

辦理地目變更作業程序要點」及內政部 62年 10月15日內秘金字第1274號函頒「限

制建地擴展執行辦法」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實施範圍：本市農業區、保護區及水岸發展區之「田」、「旱」地目土地。 

三、作業程序： 

（一）申請人應檢具地目變更申請書連同有關證明文件向轄區地政事務所申辦之。 

（二）地政事務所之處理程序： 

1.地政事務所受理耕地地目變更案件，於核對土地標示及權利內容，並經審

查其證明文件無誤後，應即排定會勘日期，並將土地標示函送水利（水利

會或建設局第三科）、稅捐（轄區分處）及糧食（臺北管理處）等機關，請

屆時派員會勘，並提供有關參證資料。 

2.實地會勘時，參與會勘單位代表應依據有關參證資料及該地號土地使用現

況表示具體意見，載明於會勘紀錄表內，由地政事務所參與會勘人員作成

會勘結論，並函知參與會勘機關。 

3.地政事務所參與會勘人員應於會勘後兩日內將會勘結論簽報地政事務所主

任核定後據以辦理標示變更登記。如有法令上疑義者，得報請地政處核示

後辦理。 

4 地政事務所完成土地標示變更登記，應即通知申請人，其經核定不予變更

者，應即駁回其申請。 

（三）參與會勘單位之審查範圍： 

1.提供資料： 

(1)水利機關（水利會或建設局第三科）：負責提供灌溉設施系統及灌溉水源

是否充足，是否有水權登記等資料。 

(2)糧食機關（臺北管理處）：負責提供稻穀收購及配售肥料等資料。 

(3)稅捐機關（轄區分處）：負責提供有無災歉及稅捐減免情形等資料。 

(4)地政單位（地政事務所）：負責提供詳確地籍資料，並核對地目變更使用

範圍與地籍圖是否相符、申請書及證明文件之土地標示與實地地籍是否

相符、廢耕地查處情形、有無三七五租約、四周土地之地目等。 

2.審查事項：會勘人員應依據申請人檢具之證明文件及各會勘單位代表提供

之有關參證資料，審查各該地號土地最近三年灌溉排水情形、水利會費及

工程費繳納情形，有無地下水灌溉設施、附近水土保持、生產環境、配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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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料、稻穀收購、田賦繳納減免及成數、廢耕地查處情形、有無375租約、

四周土地之地目等資料。 

四、核定標準： 

（一）「田」、「旱」地目土地已合法建築使用者，除農舍外，得變更為「建」地目。

其合法建物之認定標準，悉依行政院57年臺57內地字第4423號令規定。 

（二）「田」地目土地，因重大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原因，致灌溉系統變更或原有

灌溉設施破壞，無法作「田」地目使用者，得變更為「旱」地目。 

（三）「田」、「旱」地目之土地經主管機關依法核定變更使用者，得依其使用性質變

更地目。 

五、抽查： 

（一）地政事務所主任核定准予地目變更後，應即繕造地目變更結果清冊及地目變

更結果統計表各一式五份，除一份留存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外，

四份按月彙整送請地政處抽查。 

（二）地目變更案件，每月由地政處派員定期邀請建設、稅捐、糧食等各局，處派

員會同實地抽查。抽查筆數不得少於百分之十。實地抽查後，將抽查結果於

簽報核可後，函復地政事務所准予核備，並副知有關抽查機關及通知測量大

隊訂正底圖。 

六「會勘紀錄表」格式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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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農業區、保護區、水岸發展區耕地地目變更會勘記錄表 

申請人姓名：                   地址： 

申請地目變更之土地標示 申請變更地目 證明文件 

區 段 小段 地號 地目 
面積 

(公頃) 
 機關 文件 

         
         
         

會 

勘 

機 

關 

提 

供 

參 

證 

資 

料 

提供機關 項     目 內     容 

水利 

(建設) 

灌溉設施系統情形  
灌溉水源是否充足  
是否有水權登記  
其他  

糧食 
稻穀收購情形  
配售肥料情形  
其他  

稅捐 
有無災歉  
稅捐減免情形  
其他  

地政 

圖籍資料與查對實地地籍  
廢耕地查處情形  
四周土地之地目  
其他  

實 

地 

會 

勘 

項目 破壞情形 破壞原因 能否恢復 
灌溉設施    
排水設施    
生產環境    
現有作物生長或建物座落情形  

具 

體 

意 

見 

水利(建設)  

糧食  

稅捐  

地政  

會人 

勘員 

機簽 

關章 

   

地 
 

政 

    

稅 
 

捐 

    

糧 
 

食 

    

（
建
設
） 

 水 
 

利 

 

結 

論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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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繼承登記案件，應如何核課登記費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沈○○先生                   70.10.2北市地一字第 43659號 

說明： 

一、復先生70年9月23日申請書。 

二、本處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對於土地繼承登記案件，其登記規費無論第一次收件或經

駁回重新收件者，均按遺產稅繳清（或免稅）證明書所載不動產之「核定價額」

（無核定價額者以核發證明書日期之該期公告現值；而無遺產稅繳清或免稅證明

書者，則以第一次申請登記時之該期公告現值），依土地法第76條規定計課。 

關於辦理建物移轉登記，買賣契約書所載建物價格低於契稅繳納通

知書所列契價時，依內政部規定，不得因而要求當事人補正，惟應

依契稅繳納通知書所契價核計應繳登記費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所                  70.10.9北市地一字第45052號 

說明：檢發內政部70年10月5日臺內地字第49288號函副本影本乙份。 

附件 

內政部函 臺灣省地政處                      70.10.5（70）臺內地字第49288號 

主旨：關於辦理建物移轉登記，買賣契約書所載建物價格低於契稅繳納通知書所列契價

時，請依說明二辦理。 

說明： 

一、復  貴處70年5月13日地一字第30255號函。 

二、案經邀集省、市地政處等有關機關會商獲致結論： 

（一）按「買賣契稅應由買受人按契約所載價額申報納稅。」「納稅義務人申報契

價未達申報時當地不動產評價委員會評定之標準價格者，得依評定標準價

格計課契稅。」契稅條例第4條及第13條分別訂有明文。本案當事人按契

約書所載價額申報契稅，經稅捐機關核定應依評定標準價格課稅，惟並未

核定應加課贈與稅；申辦產權移轉登記時，登記機關自不得要求當事人檢

附贈與稅繳納文件。 

（二）契約書之買賣價格係依當事人之合意而約定，地政機關不得因其所載數額

低於契稅繳納通知書所列契價，而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8條規定要求當事人

補正；惟為防止逃漏登記規費，類此情形，其應繳登記費應依契稅繳納通

知書所列契價核計之。 

  三、副本抄送臺北市政府地政處、高雄市政府地政處及本部地政司。 

為保障華僑在國內之不動產，其授權國內親友處分在臺不動產而申

請登記者，登記機關應就我駐外單位驗發之授權書影本函送外交部

領事事務處查證，請切實遵照辦理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所                  70.10.2北市地一字第4412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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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內政部 70年 9 月 26 日 70 臺內地字第 45629 號函辦理，並檢附部函影本及外

交部函影本各乙份。 

二、副本抄送內政部、外交部、本府法規委員會及本處技術室（後二單位均含內政部

及外交部函影本各乙份）。 

附件1 

內政院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70.9.26（70）臺內地字第45629號 

主旨：為保障華僑在國內之不動產，其授權國內親友處分在臺不動產而申請登記者，該

管登記機關應就我駐外單位驗發之授權書影本函送外交部領事事務處查詢。請查

照並轉知所屬切實照辦。 

說明：依據外交部70年9月9日外（70）領三字第 21268號函副本辦理，並檢附該函影

本乙份。 

附件2 

外交部函  駐外各單位                          70.9.9外（70）領三第21268號 

主旨：為配合查證授權書之真偽，保障人民權益，請於驗發授權書後一週內，險附原件

影本乙份副知本部。 

說明：近查獲偽造我駐耶加達中華商會驗發之授權書，在國內變賣房地產。為配合查證，

防止不法，務請確實辦理。 

關於我國駐外單位簽證之繼承權拋棄書無須送外交部查證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古亭地政事務所              70.10.15北市地一字第 45820號 

說明： 

一、復  貴所70年10月12日北市古地一字第15708號函。 

二、本案案情性質與本處 70年10月2日北市地一字第 44129號函不同，自無須比照    

辦理。 

義務人親自到場申辦土地登記，所出示之身分證件足以認定確係其

本人時，登記機關應予受理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中山地政事務所              70.10.20北市地一字第 46274號 

說明： 

一、關於劉○○申辦本市中山區○○段 3 小段 23 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乙案，請

依內政部70年 7月13日臺內地字第52194號函辦理。 

二、復貴所 70 年 9 月 25 日北市中地一字第 3552 號函，並檢附部函影本乙份及原附

件。 

附件 

內政部函  臺北市政府                       70.10.13（70）臺內地字第52194號 

主旨：義務人劉○○親自到場申辦土地登記，所出示之身分證件足以認定確係其本人時，

登記機關應予受理。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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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復  貴府70年10月1日府地一字第46406號函，並檢還原件送附件全宗。 

二、申請登記時，義務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37 條規定親自到場，在登記原因證明文

件內簽名或蓋章者，免附印鑑證明；惟應提出國民身分證，經登記機關指定人員

核對簽證；其目的係為保障義務人權益並證明其處分不動產行為之真意。本案義

務人劉○○親自到場，雖無法提出國民身分證，惟其所示身分證明文件如能認定

確係本人無誤，並依首開規定辦理，已足以證明其處分不動產行為之真意，登記

機關應予受理。 

70年 10月 1日（第 9次）本處簡化各地政事務所請示案件處理研

討會會議紀錄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所                 70.10.5北市地一字第 44900號 

說明：依本處70年9月29日北市地一字第43656號函續辦。 

本處簡化各地政事務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 70年10月1日下午2時整 

二、開會地點：本處3樓會議室。 

三、出席單位：（略）         

四、主席：許○○                                                紀錄：林○○ 

五、結論：  

案由：兩宗以上所有權人相同之共有土地實際為未辦理登記之舊有磚造平房非作為

同一建物使用，可否依土地法第 34條之 1第1項規定辦理土地合併登記。 

說明：詳本處70年9月29日北市地一字第43656號函送會議記錄第二案說明。 

決議：本案經中山地政事務所查明結果，該土地地上建物並非作為同一建物使用，

與內政部 70年9月1日（70）臺內地字第35187號函核釋內容不符，應不予

受理。 

70年 10月 8日（第 10次）臺北市政府地政處簡化各地政事務所請

示案件研討會會議紀錄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所                70.10.13北市地一字第 45374號 

說明：檢還松山地政事務所 70年10月2日 70松字 012號研討表原附件、建成地政事務

所 70 年 9 月 30 日北市建地二字第 11692 號函原附件、士林地政事務所 70 年 9

月30日0005號研討表原附件及古亭地政事務所 70年 10月7日002號研討表原

附件各乙宗。 

台北市政府地政處簡化各地政事務所請示案件研討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 70年10月8日下午2時整 

二、開會地點：本處會議室。 

三、出席人員：（略）         

四、主席：許專門委員                    紀錄：張○○、蔣○○、楊○○、林○○ 

五、結論：  

第一案：松山地政事務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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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所受理祁○○等申請建物總登記測量案，其地下室（防空避難室）以一層

各戶之垂直投影附屬一層，可否辦理，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係連棟式建物且地下室（使用執照竣工圖註明為防空避難室）相連，地

下室圖上雖無標明隔牆，惟經全體起造人協議以地面層各棟之垂直投影劃分

權利範圍，以分別登記為地面層各棟之附屬建物。 

二、參照  鈞處70年8月18日北市地一字第37107號函說明（二）所指地下室

是否含公共使用之防空避難室，尚有疑義。 

決議：本案得比照本處 70年8月18日北市地一字第 37107號函規定辦理，惟應由

申請人切結敘明嗣後如需按自權利範圍隔間時，應依照建築法規有關規定向

建管單位申請辦理。 

第二案：中山地政事務所提 

案由：為建物共有權人劉○○未能會同他共有權人，而以兼代位申請人身分申辦建

物滅失登記。關於內政部 60年 12月15日臺內地字第447949號函釋「地政

機關應將勘定建物滅失事實通知原建物所有權人並限期繳銷建物所有權狀」

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57條規定「應於登記完畢時公告作廢」之執行疑義，請討

論。 

說明： 

      一、依本所70年10月6日收件中山字第 22626-56號登記聲請案辦理。 

      二、本案係建物共有權人劉○○（持分二分之一）未能會同他共有權人劉□□、

張○（公同共有持分二分之一），而以申請人兼代位申請人身份申辦本市中

山區○○路二段206號之建物滅失登記。依  鈞處66年1月 24日北市地一

字第615號函示「原建物如確已滅失，其位置在新建物範圍以內，且無設定

他項權利及法院查封登記者，得參照上開內政部函（即 60 年 12 月 15 日臺

內地字第 447949 號函）規定逕向所轄地政事務所聲辦建物滅失登記，至原

建物所有權人如不於期限內繳銷該建物權狀者得由地政機關予以公告作廢」。

及依現行土地登記規則第 57 條規定「……應於登記完畢時公告作廢」皆未

明釋，關於通知原建物所有權人限期繳納書狀係於登記前或登記後通知？又

「期限」之標準為何？因事關法令執行疑義，敬請核示。 

決議：本案原則上得依照土地登記規則第31條規定辦理；惟因他共有人之所有權狀

未附案，應由中山地政事務所先行通知他共有人限期繳交所有權狀憑辦。 

第三案：古亭地政事務所提  

案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函囑就債務人朱○○所有業已辦竣破產登記之不動產辦理

查封登記，應否予以辦理疑義乙案，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債務人朱○○所有之本市雙園區○○段 2小段 585地號土地及地上 878

建號建物即○○街258號2樓前准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70年7月 24日新院隴

民齊26225號函囑本所辦竣破產登記，並以70年7月29日北市古地一字第

12090 號函復該院在案。嗣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因債權人華南商業銀行之申請

於70年10月2日以北院立民執70丙 6057字第32127號查封登記書囑本所

就前開不動產辦理查封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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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查土地登記規則第 127條規定：「同一土地經辦理查封或假扣押或假處分登記

後，法院再囑為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登記時，登記機關應不予受理，並復

知法院已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案號辦理登記。」因上開規定未將破產登記列入，

則本案於該項破產登記塗銷前仍得辦理查封登記。惟查土地登記規則第 129

號第 1 款規定：「有左到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予登記，並將該項登記之

事由分別通知有關機關：一、土地經法院囑託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產

登記後，其他機關再依法律囑託禁止處分之登記者。」依上開土地登記規則

第129條規定則土地經法院囑辦破產登記後，登記機關則不應再辦理查封登

記，故本案不動產於辦竣破產登記後，可否依不同法院囑託再辦查封登記，

不無疑義。 

      三、檢陳本案之臺北地方法院囑託查封登記書、新竹地方法院函及土地、建物登

記簿影本各一份，供請參辦。 

    決議：本案債務人朱○○所有不動產即准新竹地方法院函辦竣破產登記，則債權人

華南商業銀行自應依破產程序申報債權，實質上似無再予個案辦理強制執行

之可能，故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29條第1款規定不應再予辦理查封登記，惟

應將新竹地方法院已函囑辦竣破產登記之情形函復臺北地方法院。 

    第四案：士林地政事務所提 

案由：法院囑託查封未登記建築改良物，經辦畢標示查封登記後，經法院拍賣並囑

託塗銷查封登記，對該未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可否由拍定人

申請建物拆除登記，請討論。 

說明：士林區○○段叁小段579地號上建物，係於66年准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囑託查

封登記，惟該建物未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依「未登記建築改良物辦理查

封登記聯繫辦法」規定，經本所勘測並據以辦畢建物標示查封登記，嗣後67

年經法院拍賣並囑託塗銷查封登記，其拍賣拍定人吳○○未就該建物辦理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而檢具本所建物勘測結果報告表申辦建物拆除登記。 

決議：本案得由買受人補繳契稅後准予比照消滅登記予以註銷該建物標示部，即於

原標示部次行「登記原因」欄載明「拆除」，並於「備考」欄註明「依××地方

法院×年×月×日××字產權移轉證明書所載拍定人×××申請」字樣。 

    第五案：建成地政事務所提 

    案由：實施地籍圖重測（劃）土地，其重劃前後地段分屬不同地政事務所管轄，辦

理標示變更登記作業疑義，請討論。 

    說明： 

一、查本市六張犂段 15-12等地號土地，重測後編為三興段三小段543等地號（原

松山地政事務所管轄）本所於接獲測是大隊 70 年 9 月 8 日北市地測督字第

9245號函囑辦理重測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後，業將六張犂段之土地登記簿辦竣

截止記載，並將上項土地登記簿謄本及有關資料移請松山地政事務所辦理標

示變更登記，俟准該所函復略以：「……請依地政處 70年3月3日北市地一

字第7644號函規定辦竣重測標示變更登記後再移本所」。 

二、依均處前開函所示，重測前地段所屬地政事務所辦竣土地登記簿截止記載並

繕造重測後土地登記簿及土地所有權狀後，再移送重測後地段所屬地政事務

所，惟重測後地段既不屬重測前地段所屬地政事務所管轄，其用印、繕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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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狀似應由新管轄地政事務所為之，始符實際，為解決爾後類似問題，僅擬

具處理意見，是否妥適，敬請核示。 

    決議： 

一、因重測地段調整，致部分土地變更地籍轄區時，以本處核定公文日期為準。

嗣後測量大隊於重測結果公告期滿確定後，將重測結果等有關資料移送重測

前轄區地政事務所，該地政事務所應依規定於重測前登記簿辦理截止記載，

並依重測後重新劃分之所別，將重測前登記簿及重測結果清冊等有關資料移

送該新接管之地政事務所辦理重測後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及繕發重測後所有權

狀。 

二、因重測界址糾紛及其他特殊情形，經調處或法院判決確定之個案，如該等土

地已因轄區調整，歸新所接管，新所於接獲重測確定之有關資料後，應即據

以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及繕發重測後所有權狀，通知所有權人具領。 

    第六案：建成地政事務所提 

    案由：臺灣○○報業股份有限公司及○○投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本市衡陽路 99

號延平南路110號，秀山街4號第15層建物第一次勘測乙案，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建物使用執照及使用執照申請書，僅載起造人為臺灣○○報業股份有限

公司及○○投資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未載明產權分配範圍，惟申請人自行於

竣工圖以紅線繪示權屬範圍並附有產權分配門牌編號及分配面積協議書，其

區分所有部份均經編訂門牌，各有獨立出入門戶可單獨使。 

二、依  鈞處63年6月21日北市地一字第9540號函規定建物使用執照未有隔間，

現場有隔間並編門牌之住宅用建物自應以實際情形予以複丈登記，64年6月

10日北市地一字第10854號函亦維持以實際勘測為準66年10月6日北市地

一字第25059號函則限制其隔間（一）不違反建築法規定，（二）勘測位置與

產權分配相符，（三）全體起造人附具理由書同意依勘測成果表面積登記，得

予受理，惟68年3月3日北市地一字第6256號函規定竣工圖與勘測成果表

區分不同，自不能以建物勘測成果表據以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決議：本案既經查明所附使用執照平面圖無隔間設計，仍請由建成地政事務所依規

定退回申請人先行向建築主管機關申請並依產權分配範圍准予隔間後，再行

辦理建物勘測及登記。 

    第七案：建成地政事務所提 

    案由：有關土地鑑界測量次數認定疑義，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市援用臺灣省土地建物複丈規則第 12條第8項規定，申請人對於鑑定界

址結果有異議時，得向原地政事務所繳費申請再鑑定，由地政事務所報請縣、

市政府指派適當測量人員查明再行鑑定，申請人對於再鑑定結果仍有異議者，

應通知申請人逕向法院訴請處理，不得再受理第三次之申請。 

二、鈞處65年12月27日北市地一字第25221號函規定第二次申請複丈案件，於

核發複丈成果表時，須加蓋「本案土地界址業經第二次複丈，如與第一次有

出入時，應以第二次複丈界址為準，申請人如有不服，請比照臺灣省土地建

物複丈規則第12條第8項規定訴請法院處理」字樣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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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惟部份土地所有權人，於第二次複丈後因原鑑定界樁埋（遺）失，或申請建

築物需要，重新申請鑑界測量，其第三次申請原因既非對原鑑定結果持有異

議，若不予受理，申請人不易諒解。 

決議：關於本處65年12月27日北市地一字第25221號函規定第二次申請複丈案件

於核發複丈成果表時，須加蓋「本案土地界址業經第二次複丈，如與第一次有

出入時，應以第二次複丈界址為準，申請人如有不服，請比照臺灣省土地建物

複丈規則第12條第8項規定訴請法院處理」字樣戳記之規定，係指對第一次

鑑界成果有異議，申請人第二次鑑界時，其複丈成果表始應依上開處函規定予

以加蓋戳記。 

六、散會。 

70年 10月 22日（第 11次）本處簡化各地政事務所請示案件處理

研討會會議紀錄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各地政事務所                70.10.24北市地一字第 47025號 
              

說明：檢還貴松字第 27130-27133號、所大同字第 4285、4898號登記案全宗。 

台北市地政處簡化各地政事務所請示案件研討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 70年10月22日下午2時整 

二、開會地點：本處3樓會議室。 

三、出席單位：（略）         

四、主席：許專門委員                                    紀錄：林○○、張○○ 

五、結論：  

    第一案：建成地政事務所提 

    案由：關於黃○○先生代理曾○○等申辦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疑義乙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依  鈞處70年10月6日北市地一字第 44466號函辦理。 

二、本案權利人曾○○等二人於 70年8月 19日以收件大同字第4285號登記申請

書申辦○○段2小段305號地號土地權利持分二分之一之買賣移轉登記，唯

該地之他共有人蘇陳○○則分別以70年7月24日及70年8月 22日以申請

書聲明願意依同一條件優先購買而提出異議（詳附存證信函及申請書影本），

本所逐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77條第2項之規定駁回該登記之申請。 

三、現當事人委託代理人黃○○提出建物登記簿謄本，並謂該土地係權利人等於

67年 12月 30日以本所收件大同字第 12222、12223號登記申請書申辦建物

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時所取得之○○段2251、2252建號建物之基地之一，依

內政部64年10月21日臺內地字第657006號函釋，對於地上已有建物，且

該區分別為各別所有者，如各別所有人出賣建物時，就其建物所有基地之應

有部份併同出賣者，本土地法 104條之立法精神，基地之他共有人無優先購

買權等云。 

四、按耕地承租人之「優先承授權，係於耕地出賣或出典時始行發生」為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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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第124號解釋之解釋理由書所明釋，於其他法律主張優先購買權者自應

比照之。最高法院 52年臺上字第354號判例：「未成立買賣者固無放棄優先

購買權之問題發生。」其反面解釋亦同，是以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規定：「土

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之規定，於區分所有建物連同其基地應有部份之所有

權一併移轉與同一人所有之情形，不適用之。」其所謂之「一併移轉」似應

指一併訂立買賣契約而言（即土地與建物契約書訂立日相同），本案土地買賣

契約訂立日期與申請登記之收件日期均與其上建物不同，依上述論結，似無

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規定之適用，該土地之他共有人似仍應有依土地法第

34條之1第4項規定優先購買之權。惟依土地法第 104條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79條之立法精神係在使基地與其建物同屬一人所有為目的，本案權利人既已

取得系爭土地上區分建物之所有權，應排除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之適用。

唯若此，則土地登記規則第 79條規定之「一併移轉」即不以區分之建物及基

地應有部份賣契約訂立日期相同為限，案關法律解釋之疑義，未敢擅專，敬

請核示。 

    決議：本案既非一併訂立土地及建物買賣契約，就區分所有建物連同基地應有部份

之所有權一併移轉與同一人，自無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之適用，應由建成所切實審

查核定。 

    第二案：古亭地政事務所提 

    案由：○○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座落於本市龍山區○○段一小段102、103、104、

135、136、137、138、139、140、141、108地號上建物，即臺北市○○街二

段 11號6樓至 11樓部份，基地共有人之一張○○主張優先承購該等建物，

是否准予辦理買賣移轉登記疑義乙案，僅報請鑒核。 

    說明： 

一、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出售座落於本市龍山區○○段一小段102等地號11

筆土地上建物，即臺北市○○街二段 11號6樓至11樓部份，因出賣人與承

買人皆無基地持分，依土地法第 104 條規定，該 11 筆基地之所有人（共計

13人詳如登記簿影本）有優先承購該建物之權。 

二、次查○○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於 70年 8月27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該 13位基地共

有權人有關公司擬出售該建物之事，並表示優先購買權人應於10日內表示要

否優先承購，但因有部份優先購買權人住址不明或查無其人情事，故○○建

設股份有限公司又於 70年9月 5日、6日、7日於工商時報刊登出售公告，

敬告張○麟等 13 位基地共有人應於 10 日內表示要否優先承購，嗣 70 年 9

月6日張○麟、張○仁、張林○娥、張莊○蓮、蔡○等五人以存證信函向○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表示欲優先承購該6樓至11樓之建物，但五人中僅張○

麟有基地共有權（張○麟有104、137地號土地持分各二分之一）。 

三、70年 9 月 10日張○麟等五人又以存證信函寄送鈞處及本所，表示欲優先承

購上開建物之情事（古事 14473收件詳如影本）請本所准予備查案，經本所

函復在案。 

四、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77條第2項規定：「……於登記完畢前，優先承購買權人

以書面提出異議者……登記機關應駁回登記之申請。」又查行政院 53 年 7

月2日臺(53)內字第4591號令規定「……如該基地為兩筆以上有多數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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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則各該所有權人似均有優先承購權，惟應共同行使之……」。綜上所述，

本案買賣移轉登記究應駁回或准予辦理買賣移轉登記，不無疑羲。 

    決議：本案因涉及法令疑義，為求慎重起見，由提案單位敘明詳情，專案報處後轉

報內政部核釋。 

    第三案：建成地政事務所提 

    案由：關於祭祀公業陳○記新管理人檢附派下全員證明書及管理人推選臨時派下大

會會議記錄申辦管理人變更登記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所 70年9月25日收件大同字第 4898號申請書辦理。 

二、依內政部70年4月3日臺內地字第11987號函，即祭祀公業土地清理要點第

6 點、第 8 點管理人之選任應依規約辦理，且清理後派下員有變動應經民政

機關備案。 

三、本案依案附之祭祀公業陳○記69年度臨時派下大會會議錄中所敘原管理人陳

○雄、陳○、陳○徵未盡職責予以罷免，並另決議推選陳○欽、陳○說、陳

○田為新管理人，本會議簽名者共計88人、其中屬於派下員者計63人，對

於全部派下員而言（共計 131人）僅超過三分之一，未超過半數以上，依據

規約31條、33條、35條規定須有三分之一以上人員聯名蓋章始得召開臨時

派下大會解任失職管理人，而臨時派下會議並應由監察人二名以上聯名召集，

監察人任主席，且會議亦須應出席人數過半數以上始得開會，經查本案之會

議記錄主席是否為監察人？是否由監察人召集無法認定，且出席之法定人數

又與規約不符（包括會議記錄所敘之出席人數，亦與簽名人數不符）再者本

次會議之簽名簿中各派下人員簽名是否與派下員名冊所列之派下員為同一人

亦無法認定，有關祭祀公業派下會議之召集是否合乎程序、主席、出席派下

員之認定問是，提請討論。 

    決議：本案請建成地政事務所再詳予查明，並分析祭祀公業派下員有無變動及管理

人之推選是否適法，非地政機關所能認定之理由後再報處，俾憑本處建議內

政部有關祭祀公業管理人之變更應先由其主管機關核備後，再由地政機關據

以辦理登記。 

    第四案：士林地政事務所提 

    案由：為土地使用人檢具公地管理機關核發土地使用同意書使用該公有土地為畸零

地合併建築使用，向本所申辦土地鑑界，可否受理疑義案。 

說明：依照臺灣省土地建物複丈規則第2條規定，公私有土地建物之申請複丈，應

分別由管理機關或所有權人向所在地地政事務所為之。並未規定土地使用人

得申請使用土地之複丈，茲土地使用人為使用該公地建築房屋申領執照，及

為瞭解使用土地之界址時，常因礙於上開規定無法向地政機關申請複丈鑑界，

頗有怨言，誤會承辦人員予以刁難。其所持理由既經土地管理機關同意使用，

應當准其代位申請鑑界，取得鑑界證明申領建築執照；並了解土地界址。 

    決議： 

一、公有土地同意他人建築使用，如能檢具確實證明文件者，得由使用人代位申

請鑑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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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政事務所受理前項鑑界案件時，應同時通知該公地管理機關派員到場認章，

若未到場，得由申請人代為認章後核發複丈成果表。 

    第五案：士林地政事務所提 

    案由：為法院囑託土地分割、土地查封指界、未登記建物查封勘測及一般地上權位

置勘測案件規費核收標準疑義，請統一訂定標準。 

    說明： 

一、依臺北市政府 69年5月9日(69)府地一字第 15993號函調整本市各項地政規

費徵收費額調整表記載，法院囑託土地界址鑑界依一般加倍計算，對於案由

所列各項測量，並未明示加倍計算，應否加倍計算，宜統一規定。 

二、地上權位置勘測為測量一宗或數宗毗連土地上某特定部分建築改良物之位置，

其測量規費計徵標準並未規定，究應依建物或土地標準計算規費，不無疑義。 

    決議： 

一、法院囑託地政事務所辦理土地鑑界，而於現場查明係囑託辦理基地號勘測，

既未鑑界，應依基地號勘測規費加倍計收。 

二、一般地上權位置勘測，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103條規定，勘測地上權位置圖，

其勘測規費比照建物位置圖勘測標準計收。 

    第六案：松山地政事務所提 

    案由：關於李○○先生申辦本市○○街 252巷 32號等夾層陽台部分標示變更登記疑

義乙案，請鑒核。 

    說明： 

一、查本案夾層已依建物第一次登記免勘測平面圖由申請人自行計算面積辦理建

物總登記完竣，並登記為一樓之附屬建物（面積未超過一百平方公尺及總建

築面積三分之一），現再行補辦夾層陽台之面積登記。 

二、依照竣工平面圖夾層前陽台註明為2.36公尺，後陽台註明為5.73公尺，則夾

層面積（包括夾層、陽台）超過總建築面積三分之一，依鈞處64年10月27

日北市地一字第19437號函規定應視為一樓層，並以主建物登記。 

      三、隨文檢陳登記案全卷。 

    決議：本案陽台部份得以附屬建物辦理標示變更登記。 

    第七案：松山地政事務所提 

    案由：市民林○○就已登記建物請依其建築物實際佔用基地號辦理建物基地號勘測，

其法定空地是否足够作業發生疑義，敬請核示。 

    說明： 

一、查本案建物係屬同一使用執照為連棟式建物，基地號頗多，坵形亦不規則，

依其竣工圖上之計算式建蔽率係以該執照上之基地整體計算，並非按各該建

物實際佔用之基地面積分別計算法定空地，故原登記係將各筆土地均列為建

物基地號。 

二、按工務單位審查建蔽率係以實地丈量並繪製於竣工平面圖上所標明之尺寸作

為基地面積，並以建物牆壁中心為建築面積，計算建蔽率。而地政機關如需

核算建蔽率，則以外牆轉繪之平面圖計算建築面積，並以地籍圖及登記簿面

積為基地面積計算其建蔽率，二者計算方式不同，致建蔽率之百分比亦不相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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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  鈞處70年3月14日北市地一字第 9603號函示，建物如法定空地面積足

够，於申辦建物登記時，得僅以該筆土地為該棟建物基地號，本案建物依當

事人檢附之竣工圖各棟建物分別計算之法定空地足够，惟若「登記面積計算

（建築面積依工務單位為準）則其法定空地不足，本案因原設計建築時係實

地指定建築線後實地面積並以全部土地計算建蔽率，其基地面積與嗣後逕為

分割後登記面積不符，致核算面積發生疑義。」 

    決議： 

一、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已就各棟建物逐棟計算建蔽率時，得以使用執照為準，

據以核算建蔽率。 

二、本案建物經查明係依實地指示建築線設計並申領建築執照，建築完竣後與嗣

後逕為分割之土地登記簿面積所核算之建蔽率略有出入，如確不能歸責於當

事人時，應准予辦理。 

六、散會。 

70年 10月 29日（第 12次）臺北市政府地政處簡化各地政事務所

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會議紀錄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建成、中山地政事務所         70.11.3北市地一字第 47631號 

說明： 

一、復  貴所70年10月23日北市建地一字第12639號函及70年10月24日北市中

地二字第4445號函，併各檢還原附件乙宗。 

二、副本抄送本處技術室、士林、松山、古亭地政事務所（以上均檢送會議紀錄乙份）。 

70年10月29日本府地政處簡化各地政事務所請示案件處理研討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 70年10月29日 

二、地點：本處會議室。 

三、出列席單位：（略）         

四、主席：許專門委員                                    紀錄：張○○、張□□ 

五、討論決定事項：  

第一案：中山地政事務所提 

案由：本市○○路二段 181號等12層建物，申請建物第一次登記勘測，其共同使用

部份包括地面層之旅館門廳、汽車升降機、地下一、二層之汽車升降機、地

下變電室等可否依其協議予以勘測為個人所有，請核示。 

說明： 

一、本案建物各層依各起造人之協議，分別取得所有，但地面層及地下一、二層

所配置之共同使用部份，如旅館門廳，汽車升降機、臺電室等使用情形與整

棟大樓之使用難予分割，故無法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69條之規定分別測繪於各

層所有建物內且申請人稱因出資比率不同亦不願將該共同使用部份複丈登記

為共同使用，而欲以各該共同使用之同層所有人取得該設施之所有權。 

二、本案該棟大樓之各起造人，共同訂立協議書（如附件），其權屬除各層分屬個

人取得外，有關共同使用部分之旅館門廳、汽車升降機、臺電室等均協議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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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同層所有故本案可否依其協議測繪於各層建物內而由該層所有人取得權屬，

發生疑義擬請  核示。 

決議： 

一、本案汽車升降機、臺電室依使用執照記載無法認定屬單獨使用性質，應屬全

棟起造人共同使用部份，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72條規定應辦理登記為全體區分

所有權人共有。 

二、一層部分依竣工平面圖所載用途為旅館門廳，惟使用上似非全層皆須做門廳

使用故為兼顧當事人權益，得依全體起造人協議，准予受理登記為個人所有。

但為避免嗣後發生糾紛，應於該層勘測成果表內，依協議書內容記載「應維

持暢通，不得阻塞」；並於受理登記時，於登記清冊及建物登記簿備註欄內，

加註上述協議內容，俾供查考。至用途應切實依使用執照記載為旅館門廳。 

第二案：建成地政事務所提 

案由：柯○○申請繼承亡柯某所有本市大同區○○段一小段571等地號土地繼承登

記其部份繼承人未檢附繼承權拋棄書，欲要求以其他辦妥繼承登記土地登記

簿所載繼承人為準，可否准予受理登記，請討論。 

說明：柯○○申請繼承亡柯某所有本市大同區○○段一小段571地號之繼承登記，

依卷附之戶籍謄本其繼承人除了柯○○外尚有柯○、胡○等人，其未險附該

兩人是否繼承或拋棄之任何證明文件，只有附理由書謂：現在申請繼承之不

動產係屬民國36年4月5日申辦繼承遺產遺漏繼承者，請援用前次辦妥登記

案中之土地登記簿所載繼承人為準（辦妥之地號為○○段一小段575地號），

依鈞處 69年7月8日北市地(一)字第 27347號函轉內政部 69年 7月 2日69

臺內地字第138183號函釋：「繼承人申請繼承登記，有部份繼承人拋棄繼承

權者，於登記完畢後發現尚有部份遺產遺漏，而補辦繼承登記時，倘原繼承

登記申請書件逾保存年限經地政機關依規定註銷者，其繼承人得以土地登記

簿所載為準，免再附部份繼承人之繼承權拋棄書及其印鑑證明。」依上函所

釋係指其原登記申請書件因逾保存年限，經地政機關依規定銷毀者，始有其

適用，而本案之申請書並未依規定銷毀，僅係因年代久遠無法調閱，本繼承

登記案是否可准予登記，敬請  核示。 

決議：本案柯某之繼承人柯○○申請援用民國41年4月14日辦竣○○段一小段575

地號土地繼承登記案中之證件，建成地政事務所既調無該案（已逾保存年限），

其無法援用證件應不可歸責於申請人。復查已辦竣繼承登記之○○段一小段

575 號土地，依登記簿記載柯某之繼承人僅柯○○一人，故本件得參照內政

部69年7月2日69臺內地字第138183號函規定以登記簿所載之繼承人為準

辦理繼承登記，以資便民 

六、散會。 

財政部函以「臺北市政府前國宅會 59年間承購瑠公農田水利會興雅

段 1015-149號土地約 19,360坪，如何課徵土地增值稅疑義乙案」 

臺北市政府函  本府所屬各機關                       70.10.8府法三字第 476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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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根據財政部70年4月21日(70)臺財稅第 33145號函（復臺北市政府財政局 70年

2月4日財二字第 02692號函）辦理。 

二、抄附本函說明第二點乙份。 

說明： 

二、本案國宅會於 59年間向臺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承購興雅段 1015-149地號土地約

19,360坪，既經雙方同意依 59年5月6日公告現值每坪 1,200元計價並已一次付

清，其土地移轉行為成立係在平均地權條例公布生效日以前，依照本部 66 年 2

月19日臺財稅第31101號函轉內政部66年2月4日臺內地字第713785號函釋，

應適用行為時之實施都市平均地權條例有關規定辦理。 

行政院核釋關於政府為興辦公共工程徵收私有土地，如何適用自用

住宅用地課徵土地增值稅疑義案，台端對本府興辦大橋國小擴建工

程，徵收本市橋北段二小段 541地號土地，請求按自用住宅用地課

徵土地增值稅乙案，復請查照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郭謝○○                    70.10.15北市地四字第 45742號 

說明： 

一、根據行政院70年10月8日臺70財 14447號函辦理，兼復臺端70年6月 29日

陳情書。 

二、本案經報奉行政院核復准照財政部70年9月23日(70)臺財稅第38115號函釋「……

其適用自用住宅用地之要件……，仍應受該土地於公告徵收日起，往前推算一年

內無營業或出租者限制之原則，認定其應否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土地增值

稅」之意旨辦理。 

三、檢附首揭院函及財政部 70 年 9月 23日(70)臺財稅第 38115 號函影本各乙份，請

參考。 

四、副本抄送本府財政局曁所屬本市稅捐稽徵處、教育局、法規委員會及本處研考負

責人、技術室（以上均附首揭院函及財政部 70年9月 23日（70）臺財稅第38115

號函影印本各乙份） 

附件1 

行政院函 臺北市政府                             70.10.8臺70財字第14447號 

主旨：所報郭謝○○君對貴府興辦大橋國小擴建校舍工程，徵收其所有橋北段二小段 541

地號土地，請求按自用住宅用地課徵土地增值稅，關係中央法規執行疑義請核釋一

案，請照財政部議復意見辦理。 

說明： 

一、復70年8月7日(70)府地四字第37091號函。 

二、影附財政部70年9月23日(70)臺財稅第 38115號致本院秘書處議復函一份。 

附件2 

財政部函 行政院秘書處                        70.9.23（70）臺財稅第381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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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臺北市政府為興辦大橋國小擴建校舍工程，徵收郭謝○○君所有橋北段二小段 541

地號土地，請求按自用住宅用地課徵土地增值稅乙案，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處70年8月13日臺（70）財字第26388號交議案件通知單。 

二、查土地稅法第9條及第34條（平均地權條例第8條及第41條）所稱「出售其自

用住宅用地」應適用於土地「被徵收」及「交換」之土地在內，前經本部67年 3

月10日（67）臺財稅第31574號函釋有案。本案係「被徵收」之土地，參照上開

本部函釋，其適用自用住宅用地之要件。自應與前述稅法所規定出售自用住宅用

地之要件相一致。因而仍應受該土地於公告徵收日起，往前推算一年內無營業戓 

出租者限制之原則，認定其應否適用自用住宅用地稅率核課土地增值稅。 

三、檢附本部（67）臺財稅第31574號函影本乙份請參考。 

同一土地所有權人所有之國民住宅社區內之公共設施用地，隨同自

用住宅用地一併出售，如經查明係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上所記載之

基地，應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 

財政部函  臺灣省財政廳                             70.9.24臺財稅第38184號 

說明： 

一、復70年9月9日70財稅二字第90488號函辦理。 

二、自用住宅用地之認定，以自用住宅座落之基地為準，亦即以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狀

上記載之基地為限；尚未建築房屋之土地所有權人現住房屋土地相鄰作為庭院或

通路使用，如係建築法所必須預留之空地，得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

稅，前經本部69年6月21日（69）臺財稅第34890號函釋有案，本案同一土地

所有權人所有之國民住宅社區內之公園綠地及道路等公共設施用地，隨同自用住

宅用地一併出售，可否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土地增值稅一節，希依照上開函

釋規定查明依法辦理。 

贈與人以未成年子女名義申領建築執照興建房屋而為贈與者，如於

領取時用執照，該未成年人業已成年，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5條第

3款規定，仍應課徵贈與稅 

財政部函  羅○○君                             70.9.19（70）臺財稅第 38014號 

說明： 

一、復  臺端70年9月9日函。 

二、以未成年人名義申請領建築執照興建房屋者，應以領取使用執照時為贈與行為發

生日，依法申報贈與稅，如於領取使用執照時，該未成年人業已成年，依遺產及

贈與稅法第5條第3款規定，仍應課徵贈與稅法，前經本部於65年6月5日以（65）

臺財稅第33672號函釋在案。 

三、關於贈與日期之認定，前經本部於 62 年 10 月 18 日以（62）臺財稅第 37816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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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釋規定，應以取得建築許可證為準，嗣對建築執照在遺產及贈與稅法公布前取

得，並已開工，雖在遺產及贈與稅法公布後完工者，應否課徵贈與稅發生疑義，

為顧及法律不溯既往原則，乃以（63）臺財稅第 32653號函釋規定，凡建築執照

在遺產及贈與稅法公布前取得者，一律免徵贈與稅，同時為便於計算申報贈與稅

之起訖日期，復規定凡建築執照在遺產及贈與稅法公布後取得者，一律改以取得

建築物使用許可證之日為贈與日期，於領取使用執照之日起 30日內向主管稽徵機

關依法申報贈與稅，併此說明。 

關於都市計畫範圍內公有土地管理權責劃分問題一案 

臺灣省政府函  各縣市政府                    70.10.21（70）府財三字第 118927號 

說明： 

一、依據臺中縣政府 70年 2月 18日 70府財產字第 32120號函及南投縣政府 70年 2

月27日70投府地用字 9633號函請示案辦理。 

二、案經本府財政廳邀集建設廳、農林廳、交通處、地政處、人事處、林務局、農牧

局等有關單位及桃園、臺中、南投、臺南等部分縣政府會商，獲致結論兩點如下： 

（一）本府53年11月9日財產字第78355號令規定公有土地按地目劃分由財政、

地政單位分別管理（見本府公報 53年冬字第35期），係在本省省有財產管

理規則未發布前，對公有土地管理權責劃分所頒發之行政命令。本省省有

財產管理規則於55年9月15日發布施行後，對省有土地管理之劃分，於

規則第 7條已有更詳細之規則，是項府令自宜停止適用，並一律依照省有

財產管理規則第7條規定辦理。 

（二）關於都市計畫區域內可供建築使用之省有耕地，除已由地政單位移交財政

單位接管者，仍依照本府 66年5月 10日府財五字第22683號函規定辦理

外（見本府公報66年夏字第36期），其尚未移交接管者，應請地政單位先

行列冊會同財政單位實地勘查，依據各筆土地實際使用狀況，分別擬議具

體處理意見，報奉核備後辦理移接，在未完成移接前，仍由地政單位暫行

管理。 

修正「臺灣省各縣市地籍圖重測地區界址糾紛協調會組織準則」 

臺灣省政府令                                70.10.24（70）府地一字第 118325號 

附件 

臺灣省各縣市地籍圖重測地區界址糾紛協調會組織準則 

 中華民國65年2月28日府民地測字第9111號令發布 

中華民國70年 10月24日府地一字第118325號令修正 

第1條  本準則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00條第 2項之規定訂定之。 

第2條  各縣市政府辦理地籍圖重測地區得依本準則設置界址糾紛協調會（以下簡稱本

會），其任務如下： 

一、地籍圖重測地區有關地籍調查界址爭執協助調處事項。 

二、地籍圖重測結果公告後有關界址異議糾紛協助調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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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有關界址糾紛協調處理事項。 

第3條  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由縣市政府地政科、當地鄉鎮縣轄市區公所、鄉鎮縣轄市

民代表會、鄉鎮縣轄市區調解委員會、民眾服務分社，地政事務所等單位負責

人及當地其他公正人士一人至三人擔任之。 

第4條  本會組成人員及成立日期，由縣市政府報府請省政府備查。 

第5條  本會開會以不定期方式舉行，由縣市政府地政科長召集之，並擔任主席。 

第6條  本會開會時，須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其議決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為之。 

第7條  本會協調界址糾紛應作成協調處筆錄及會議紀錄，於會後報請縣市政府處理。 

第8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9條  本會一般事務，由縣市政府地政科派員兼辦。 

第10條  本會對外行文，以縣市政府名義行之。 

第11條  本會於各重測地區地籍圖重測結束後六個月內撤銷之，其撤銷日期應報省政府

備查。 

第12條  本準則自發布日施行。 

關於臺灣省政府 70年 8月 25日府地一字第 115248號函訂頒「臺灣

省未登記土地辦理測量登記作業要點」第 5點計收測量及勘查費執

行發生疑義一案，補充說明 

臺灣省政府函  各縣市政府                     70.10.20（70）府地一字第 82447號 

說明： 

一、根據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70年9月15日臺財產一字第 13953號致該局花蓮分處函

副本辦理，並復本府地政處案陳嘉義縣政府 70年9月 21日府地籍字第 69745號

函。 

二、查地政規費徵收標準，業經本府 69年7月17日（69）府地二字第70668號函（見

本府公報69年秋字第58期）請各縣市政府轉知各地政事務所實施在案。惟據部

分縣市政府反映未登記土地申請測量收費標準未盡一致，為求統一，及不因公私

有土地測量規費徵收標準有異，並顧及各地政事務所勞務收入用於勞務支出之平

衡，其未登記土地測量收費標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無須辦理三角、圖根測量而以平板測量於實地測定界址者，按上開府函調

整各項地政規費徵收標準第（七）項規定計收測量規費。 

（二）需辦理三角、圖根等測量者，應視測量作業過程之繁簡，核實編列所需測

量費用，通知申請人繳納（見本府公報70年秋字第52期）。 

公司因合併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土地登記機關應予受理 

臺灣省政府函  臺中市政府                       70.10.28（70）地一字第 69529號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70年10月12日臺內地字第47127號函辦理，並復貴府 70年5月26

日府地籍字第33505號函（檢還登記申請書類全份－另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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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抄附內政部函於後。 

附件 

內政部函  臺灣省地政處                     70.10.12（70）臺內地字第47127號 

主旨：公司因合併而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時土地登記機關應予受理。 

說明： 

一、復貴處70年7月4日70地一字第2751號函，並檢還附件一宗。 

  二、因合併而消滅之公司，其權利義務應由合併後存續或另立之公司承，為公司法第

75 條所明定，且於股份公司合併準用之（見同法第 319 條），本件山好林企業股

份有限公司與李麥股份有限公司合併，旣經主管機關核定，則因合併而存續之李

麥股份有限公司，其破產管理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32條及第85條，檢具合併契

約書及臺灣省政府建設廳核准合併解散等證明文件，申辦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土地登記機關應予受理。 

三、案經函准法務部 70年9月21日法（70）律 11780號函同意前開見解。 

權利人得持憑法院裁定執行之商務仲裁判斷書單獨申辦房屋土地所

有權移轉登記 

臺灣省地政處函  各縣市政府                     70.10.28（70）地一字第 70235號 

說明：依據內政部70年10月16日臺內地字第47609號函辦理，並附抄原函於後。 

附件 

內政部函  臺灣省地政處                    70.10.16 （70）臺內地字第47609號 

主旨：權利人得持憑經法院裁定執行之商務仲裁判斷書單獨申辦房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處70年7月25日70地一字第3157號函。 

二、查強制執行法第 130 條前段規定：「為執行名義之判決，係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

思表示而不表示者，視為自判決應確定時已為其意思表示。」其適用須以具備執

行名義為前提。依商務仲裁條例第 21條但書規定，仲裁判斷須聲請法院為執行裁

定後，方得為強制執行。是旣仲裁判斷須聲請法院為執行裁定後，始取得執行名

義。故仲裁判斷係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而債務人不表示者，如未聲請法

院為執行裁定取得執行名義，自不能認為債務人已為其意思表示，而得由權利人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26條第4款規定，單獨申辦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光元

股份有限公司持憑商務仲裁判斷書申辦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依前開規

定辦理。 

三、前開見解案經函准法務部70年9月 24日法 70律 11892號函同意。 

陳○○君以法院確定判決申辦抵押權設定登記一案，請依內政部函

示辦理 

臺灣省地政處函  臺中縣政府                      70.10.6（70）地一字第 6590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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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70年9月26日臺內地字第44965號函辦理兼復貴府70年6月17日

府地籍字第89891號函並檢還原登記申請書類一宗（另寄）。 

二、抄附內政部函及本處 70年7月2日地一字第 41521號函於後。 

附件1 

內政部函  臺灣省地政處                      70.9.26（70）臺內地字第44965號 

主旨：陳○○君以法院確定判決申辦抵押權設定登記疑義一案，復如說明二、三，請查

照。 

說明： 

一、復貴處70年7月2日70地一字第41521號函，並檢還附件一宗。 

二、按「為執行名義之判決，係命債務人為一定之意思表示而不表示者，視為自判決

確定時已為其意思表示」強制執行法第130條前段定有明文。債權人如持有命債

務人應協同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之確定判決，自得單獨向地政機關申請辦理登

記，土地登記規則第26條第4款，及同規則第 27條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況

法院所為確定判決之當否，尚非地政機關審查之範圍，前經行政院 56 年 4 月 1

日臺56內字第 2359號令示有案。本案陳○○君持憑法院確定判決申辦抵押權設

定登記，登記機關應予受理。 

三、案經函准法務部 70年9月4日法70律11091號函同意前開見解。 

附件2 

臺灣省地政處函  內政部                         70.7.2（70）地一字第41521號 

主旨：為陳○○君以法院判決確定證明書申請將李林○○所有太平鄉○○段 266 之 125

號土地設定抵押權登記疑義一案，敬請釋示。 

說明： 

一、依據臺中縣政府 70年6月17日府地籍字第89891號函辦理。 

二、李林○○於民國66年間以自耕取得○○段 266之125號耕地，依大部 64年10月

15 日臺內地字第 651058 號函示：「妻以自耕取得耕地所有權，依照民法第 1013

條第1、2款規定屬妻之特有財產……」準此該耕地卽屬李林○○之特有財產。本

案法院判確定李林○○應提供上開耕地為其故夫李○○之債務辦理抵押權設定登

記，查上述部函規定卽屬妻之特有財產，應係妻之私有，對其夫所負欠之債務，

似無提供處分之義務，今陳○○君持憑法院判決確定證明書申辦抵押權設定登記，

登記機關應否受理？敬請釋示。 

三、檢附登記申請書類一宗及土地登記簿影本（核畢請擲還）。 

關於法院指定之遺產管理人羅○○君等二人為申辦抵押權塗銷登記，

應經原指定法院之准許 

臺灣省地政處函  臺中市政府                     70.10.24（70）地一字第 69851號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70年10月14日臺內地字第41291號函辦理，兼復貴府70年 5月9

日府地籍字第2931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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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抄附內政部函於後。 

附件 

內政部函  臺灣省地政處                     70.10.14（70）臺內地字第41291號 

主旨：關於法院指定之遺產管理人羅○○等二人代為申辦抵押權塗銷登記，應經原指定

法院之准許，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處70年8月5日70地一字第50777號函。 

二、按法院指定之遺產管理人，因清償被繼承人生前債務，申請變賣其遺產時，得由

該遺產管理人聲請原指定法院准許後，始得為之，前經本部 55年 12月1日臺內

地字第220945號函釋在案。依照上開部函意旨，本案羅○○、汪○○二人經法院

指定為韓○○之遺產管理人，其代為申辦韓○○之抵押權塗銷登記，應經原指定

法院准許。 

民國 70年 8月份臺灣省平均地權調整地價用物價指數表 

臺灣省政府主計處函  財政廳、地政處、各縣市政府    70.10.2（70）主四字第 756號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66年4月1日臺（66）內字第 2550號令層頒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

第54條規定辦理。 

二、上項指係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所編布「以各年月為基期之臺灣地區躉售物價指數」

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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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民國26年上半年
100 

 
12057.1 

 
 

民國 43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44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 45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596.9 
 
579.2 
579.8 
580.5 
 
575.7 
579.6 
604.9 
 
614.2 
610.6 
616.7 
 
617.8 
613.0 
593.5 
 
523.2 
 
576.2 
557.3 
548.1 
 
542.9 
535.4 
542.6 
 
538.6 
521.5 
509.5 
 
494.2 
463.4 
462.5 
 
464.2 
 
473.7 
474.6 
476.0 
 
468.0 
468.0 
470.7 
 
475.7 
474.5 
465.3 
 
447.7 
440.6 
438.1 

 
 

民國46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47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48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433.0 
 
436.2 
431.4 
432.9 
 
431.0 
433.1 
435.7 
 
436.8 
436.8 
432.7 
 
429.7 
428.6 
430.5 
 
427.0 
 
429.9 
427.8 
430.1 
 
428.9 
426.3 
431.1 
 
435.8 
434.4 
431.6 
 
424.1 
418.4 
406.7 
 
387.2 
 
404.7 
402.1 
398.7 
 
400.1 
401.6 
396.7 
 
390.7 
382.8 
375.1 
 
369.0 
365.1 
367.0 

民國27年=100 10340.9 
民國28年=100 9005.1 
民國29年=100 7969.3 

民國30年=100 7325.4 
民國31年=100 7164.3 
民國32年=100 4338.8 

民國33年=100 2586.9 
民國34年=100 503.7 
民國35年=100 138.6 

民國36年=100 29.93 
民國37年=100 4.827 
民國38年=100 (0.1377) 

5508.1 
(0.0912) 
3648.6 

民國39年=100 1358.2 
民國40年=100 818.3 
民國41年=101 664.6 

一  月=100 678.5 
二  月=100 660.3 
三  月=100 643.5 

四  月=100 635.6 
五  月=100 651.3 
六  月=100 663.0 

七  月=100 668.5 
八  月=100 669.4 
九  月=100 672.3 

十  月=100 677.9 
十一月=100 684.5 
十二月=100 672.1 

民國42年=100 611.0 

一  月=100 654.8 
二  月=100 641.2 
三  月=100 642.2 

四  月=100 635.9 
五  月=100 616.8 
六  月=100 616.3 

七  月=100 602.4 
八  月=100 595.1 
九  月=100 588.2 

十  月=100 581.1 
十一月=100 585.4 
十二月=100 5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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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民國49年=100 

 
339.2 

 
民國52年=100 

 
299.6 

 
民國55年=100 

 
302.1 

一  月=100 360.7 一  月=100 305.9 一  月=100 306.0 

二  月=100 358.4 二  月=100 306.2 二  月=100 307.5 

三  月=100 345.0 三  月=100 301.9 三  月=100 310.1 

四  月=100 336.6 四  月=100 300.2 四  月=100 306.5 

五  月=100 344.7 五  月=100 303.8 五  月=100 310.6 

六  月=100 343.0 六  月=100 303.1 六  月=100 307.0 

七  月=100 346.5 七  月=100 303.0 七  月=100 303.8 

八  月=100 334.6 八  月=100 302.7 八  月=100 302.4 

九  月=100 327.0 九  月=100 292.7 九  月=100 290.3 

十  月=100 324.9 十  月=100 392.3 十  月=100 290.7 

十一月=100 325.7 十一月=100 292.0 十一月=100 294.4 

十二月=100 328.6 十二月=100 292.4 十二月=100 298.2 

民國50年=100 328.6 民國53年=100 292.4 民國56年=100 294.7 

一  月=100 330.5 一  月=100 288.8 一  月=100 298.1 

二  月=100 327.7 二  月=100 285.1 二  月=100 299.3 

三  月=100 331.0 三  月=100 285.4 三  月=100 294.3 

四  月=100 333.8 四  月=100 292.8 四  月=100 295.7 

五  月=100 331.7 五  月=100 293.1 五  月=100 296.9 

六  月=100 332.2 六  月=100 296.2 六  月=100 298.3 

七  月=100 333.7 七  月=100 297.3 七  月=100 295.5 

八  月=100 327.0 八  月=100 296.7 八  月=100 298.3 

九  月=100 322.3 九  月=100 290.2 九  月=100 293.2 

十  月=100 321.8 十  月=100 288.8 十  月=100 291.1 

十一月=100 323.9 十一月=100 294.7 十一月=100 292.2 

十二月=100 328.4 十二月=100 299.9 十二月=100 290.2 

民國51年=100 318.9 民國54年=100 306.6 民國57年=100 286.2 

一  月=100 325.5 一  月=100 300.2 一  月=100 291.4 

二  月=100 324.3 二  月=100 306.8 二  月=100 290.6 

三  月=100 326.5 三  月=100 304.7 三  月=100 291.1 

四  月=100 325.6 四  月=100 306.7 四  月=100 287.8 

五  月=100 318.7 五  月=100 311.9 五  月=100 287.4 

六  月=100 321.0 六  月=100 311.0 六  月=100 287.7 

七  月=100 324.4 七  月=100 308.4 七  月=100 284.6 

八  月=100 324.0 八  月=100 308.1 八  月=100 282.3 

九  月=100 316.7 九  月=100 308.9 九  月=100 281.7 

十  月=100 308.5 十  月=100 304.8 十  月=100 280.8 

十一月=100 305.5 十一月=100 302.1 十一月=100 283.6 

十二月=100 308.4 十二月=100 304.8 十二月=100 2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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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民國58年=100 

 
286.9 

 
民國61年=100 

 
267.3 

 
民國64年=100 

 
163.0 

一  月=100 284.9 一  月=100 271.3 一  月=100 162.9 

二  月=100 287.4 二  月=100 269.7 二  月=100 164.1 

三  月=100 288.6 三  月=100 270.5 三  月=100 164.4 

四  月=100 291.9 四  月=100 270.2 四  月=100 164.2 

五  月=100 292.9 五  月=100 269.9 五  月=100 164.0 

六  月=100 292.0 六  月=100 270.0 六  月=100 162.5 

七  月=100 292.6 七  月=100 270.7 七  月=100 163.1 

八  月=100 289.5 八  月=100 267.1 八  月=100 162.4 

九  月=100 288.6 九  月=100 266.0 九  月=100 162.5 

十  月=100 276.9 十  月=100 265.1 十  月=100 161.4 

十一月=100 ]277.1 十一月=100 262.3 十一月=100 161.8 

十二月=100 281.3 十二月=100 255.7 十二月=100 163.3 

民國59年=100 279.3 民國62年=100 217.6 民國65年=100 158.7 

一  月=100 281.8 一  月=100 245.4 一  月=100 160.4 

二  月=100 281.5 二  月=100 239.2 二  月=100 159.8 

三  月=100 280.0 三  月=100 236.8 三  月=100 159.4 

四  月=100 277.3 四  月=100 237.2 四  月=100 158.8 

五  月=100 278.3 五  月=100 235.2 五  月=100 159.0 

六  月=100 280.0 六  月=100 230.5 六  月=100 159.0 

七  月=100 280.0 七  月=100 223.7 七  月=100 158.2 

八  月=100 277.8 八  月=100 213.9 八  月=100 157.6 

九  月=100 277.9 九  月=100 204.5 九  月=100 157.8 

十  月=100 278.7 十  月=100 196.1 十  月=100 158.4 

十一月=100 278.0 十一月=100 190.7 十一月=100 158.3 

十二月=100 280.3 十二月=100 182.2 十二月=100 157.3 

民國60年=100 279.2 民國63年=100 154.8 民國66年=100 154.4 

一  月=100 279.4 一  月=100 161.4 一  月=100 155.9 

二  月=100 279.6 二  月=100 142.9 二  月=100 155.2 

三  月=100 280.2 三  月=100 145.5 三  月=100 154.8 

四  月=100 280.6 四  月=100 150.0 四  月=100 154.4 

五  月=100 281.1 五  月=100 152.7 五  月=100 154.4 

六  月=100 282.7 六  月=100 154.4 六  月=100 153.5 

七  月=100 283.0 七  月=100 155.8 七  月=100 153.5 

八  月=100 280.5 八  月=100 156.0 八  月=100 152.6 

九  月=100 279.5 九  月=100 157.4 九  月=100 153.8 

十  月=100 276.5 十  月=100 159.7 十  月=100 154.3 

十一月=100 274.5 十一月=100 162.2 十一月=100 155.5 

十二月=100 273.8 十二月=100 162.3 十二月=100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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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民國67年=100 

 
149.1 

 
民國70年=100 

 

一  月=100 153.3 一  月=100 101.6 

二  月=100 153.0 二  月=100 100.4 

三  月=100 152.8 三  月=100 99.6 

四  月=100 151.4 四  月=100 99.6 

五  月=100 149.8 五  月=100 100.0 

六  月=100 149.7 六  月=100 100.2 

七  月=100 149.7 七  月=100 100.3 

八  月=100 149.0 八  月=100 100.0 

九  月=100 147.9 九  月=100  

十  月=100 146.7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143.9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143.1 十二月=100  

民國68年=100 131.0   

一  月=100 142.0   

二  月=100 140.8   

三  月=100 137.9   

四  月=100 134.4   

五  月=100 132.9   

六  月=100 131.9   

七  月=100 128.1   

八  月=100 126.8   

九  月=100 126.5   

十  月=100 126.0   

十一月=100 125.9   

十二月=100 122.3   

民國69年=100 107.8   

一  月=100 114.5   

二  月=100 112.9   

三  月=100 112.3   

四  月=100 111.4   

五  月=100 108.7   

六  月=100 107.2   

七  月=100 106.8   

八  月=100 106.2   

九  月=100 105.5   

十  月=100 103.6   

十一月=100 103.3   

十二月=100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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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70年 9月份臺灣省平均地權調整地價用物價指數表 

臺灣省政府主計處函  財政廳、地政處、各縣市政府   70.10.28（70）主四字第 806號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 66年 4月 1日臺(66)內字第 2550 號令層頒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54條規定辦理。 

二、上項指係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所編布「以各年月為基期之臺灣地區躉售物價指數」

資料提供。 

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民國26年=100 
100 

 
12069.3 

 
 

民國43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44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45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597.5 
 
579.8 
580.4 
581.1 
 
576.3 
580.2 
605.5 
 
614.8 
611.5 
617.3 
 
618.5 
613.6 
594.1 
 
523.7 
 
576.8 
557.8 
548.7 
 
543.5 
535.9 
543.2 
 
539.1 
522.0 
510.0 
 
494.7 
463.9 
463,0 
 
464.7 
 
474.2 
475.1 
476.5 
 
468.5 
468.5 
471.2 
 
476.2 
475.0 
465.8 
 

 
 

民國46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47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民國48年=100 

 
一  月=100 
二  月=100 
三  月=100 

 
四  月=100 
五  月=100 
六  月=100 

 
七  月=100 
八  月=100 
九  月=100 

 

 
 
433.4 
 
436.6 
431.9 
433.3 
 
431.5 
433.5 
436.1 
 
437.3 
437.2 
433.2 
 
430.2 
429.0 
431.0 
 
427.4 
 
430.3 
428.2 
430.5 
 
429.6 
426.7 
431.5 
 
436.2 
434.8 
432.0 
 
424.5 
418.8 
407.1 
 
387.6 
 
405.1 
402.5 
399.1 
 
400.5 
402.0 
397.1 
 
391.1 
383.2 
375.5 
 

民國27年=100 10351.3 
民國28年=100 9014.1 
民國29年=100 7977.3 

民國30年=100 7332.7 
民國31年=100 7171.5 
民國32年=100 4343.1 

民國33年=100 2589.5 
民國34年=100 504.3 
民國35年=100 138.80 

民國36年=100 29.96 
民國37年=100 4.832 

(0.1378) 
民國38年=100 

6月=100 
5513.6 
(0.0913) 
3652.3 

民國39年=100 1359.5 
民國40年=100 819.1 
民國41年=101 665.2 

一  月=100 679.2 
二  月=100 661.0 
三  月=100 644.1 

四  月=100 636.2 
五  月=100 651.9 
六  月=100 663.7 

七  月=100 669.1 
八  月=100 670.1 
九  月=100 672.9 

十  月=100 678.6 
十一月=100 685.2 
十二月=100 672.8 

民國42年=100 611.6 

一  月=100 655.5 
二  月=100 641.9 
三  月=100 642.8 

四  月=100 636.5 
五  月=100 617.4 
六  月=100 616.9 

七  月=100 603.0 
八  月=100 595.7 
九  月=100 5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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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月=100 581.7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448.2 
441.1 
438.6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369.3 
265.5 
367.4 

十一月=100 586.0 
十二月=100 

 
580.2 

 

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民國49年=100 

 
339.6 

 
民國52年=100 

 
299.9 

 
民國55年=100 

 
302.4 

一  月=100 361.0 一  月=100 306.2 一  月=100 306.3 
二  月=100 358.7 二  月=100 306.5 二  月=100 307.8 
三  月=100 345.3 三  月=100 302.2 三  月=100 310.4 

四  月=100 336.9 四  月=100 300.5 四  月=100 306.8 
五  月=100 345.0 五  月=100 304.1 五  月=100 310.9 
六  月=100 343.3 六  月=100 303.4 六  月=100 307.3 

七  月=100 346.8 七  月=100 303.3 七  月=100 304.1 
八  月=100 335.0 八  月=100 303.0 八  月=100 302.7 
九  月=100 327.4 九  月=100 293.0 九  月=100 290.6 

十  月=100 325.2 十  月=100 292.6 十  月=100 291.0 
十一月=100 326.0 十一月=100 292.3 十一月=100 294.7 
十二月=100 328.9 十二月=100 292.6 十二月=100 298.5 

民國50年=100 328.9 民國53年=100 292.6 民國56年=100 295.0 

一  月=100 330.8 一  月=100 289.1 一  月=100 298.4 
二  月=100 328.0 二  月=100 285.3 二  月=100 293.6 
三  月=100 331.3 三  月=100 285.6 三  月=100 294.5 

四  月=100 334.1 四  月=100 293.1 四  月=100 296.0 
五  月=100 332.0 五  月=100 293.4 五  月=100 297.2 
六  月=100 332.6 六  月=100 296.5 六  月=100 298.6 

七  月=100 334.0 七  月=100 297.6 七  月=100 295.8 
八  月=100 327.3 八  月=100 297.0 八  月=100 298.6 
九  月=100 322.6 九  月=100 290.5 九  月=100 293.5 

十  月=100 322.1 十  月=100 289.1 十  月=100 291.4 
十一月=100 324.3 十一月=100 295.0 十一月=100 292.5 
十二月=100 328.8 十二月=100 300.2 十二月=100 290.5 

民國51年=100 319.2 民國54年=100 306.9 民國57年=100 286.5 

一  月=100 325.8 一  月=100 300.5 一  月=100 291.7 
二  月=100 324.7 二  月=100 307.1 二  月=100 290.9 
三  月=100 326.9 三  月=100 305.0 三  月=100 291.4 

四  月=100 325.9 四  月=100 307.0 四  月=100 288.1 
五  月=100 319.0 五  月=100 312.2 五  月=100 287.7 
六  月=100 321.3 六  月=100 311.3 六  月=100 288.0 

七  月=100 324.7 七  月=100 308.7 七  月=100 284.9 
八  月=100 324.3 八  月=100 308.4 八  月=100 282.5 
九  月=100 317.0 九  月=100 309.2 九  月=100 281.9 

十  月=100 308.8 十  月=100 305.1 十  月=100 281.1 
十一月=100 305.8 十一月=100 303.1 十一月=100 283.9 
十二月=100 308.7 十二月=100 305.1 十二月=100 2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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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民國58年=100 

 
287.1 

 
民國61年=100 

 
267.6 

 
民國64年=100 

 
163.2 

一  月=100 285.2 一  月=100 271.6 一  月=100 163.1 
二  月=100 287.7 二  月=100 270.0 二  月=100 164.2 
三  月=100 288.9 三  月=100 270.7 三  月=100 164.6 

四  月=100 292.2 四  月=100 270.5 四  月=100 164.4 
五  月=100 293.2 五  月=100 270.2 五  月=100 164.1 
六  月=100 292.3 六  月=100 270.3 六  月=100 162.7 

七  月=100 292.9 七  月=100 271.0 七  月=100 163.3 
八  月=100 289.8 八  月=100 267.4 八  月=100 162.6 
九  月=100 288.9 九  月=100 266.3 九  月=100 162.7 

十  月=100 277.2 十  月=100 265.4 十  月=100 161.6 
十一月=100 277.4 十一月=100 262.6 十一月=100 162.0 
十二月=100 281.6 十二月=100 256.0 十二月=100 163.4 

民國59年=100 279.6 民國62年=100 217.8 民國65年=100 158.8 

一  月=100 282.0 一  月=100 245.6 一  月=100 160.5 
二  月=100 281.7 二  月=100 239.4 二  月=100 160.0 
三  月=100 280.3 三  月=100 237.0 三  月=100 159.5 

四  月=100 277.6 四  月=100 237.5 四  月=100 158.9 
五  月=100 278.5 五  月=100 235.5 五  月=100 159.2 
六  月=100 280.3 六  月=100 230.8 六  月=100 159.2 

七  月=100 280.3 七  月=100 223.9 七  月=100 158.4 
八  月=100 278.1 八  月=100 214.2 八  月=100 157.8 
九  月=100 278.2 九  月=100 204.7 九  月=100 157.9 

十  月=100 279.0 十  月=100 196.3 十  月=100 158.6 
十一月=100 278.3 十一月=100 190.9 十一月=100 158.5 
十二月=100 280.6 十二月=100 182.4 十二月=100 157.4 

民國60年=100 279.5 民國63年=100 154.9 民國66年=100 154.6 

一  月=100 279.7 一  月=100 161.6 一  月=100 156.0 
二  月=100 279.9 二  月=100 143.1 二  月=100 155.3 
三  月=100 280.5 三  月=100 145.6 三  月=100 155.0 

四  月=100 280.9 四  月=100 150.1 四  月=100 154.6 
五  月=100 281.3 五  月=100 152.8 五  月=100 154.6 
六  月=100 283.0 六  月=100 154.6 六  月=100 153.6 

七  月=100 283.3 七  月=100 156.0 七  月=100 153.5 
八  月=100 280.7 八  月=100 156.2 八  月=100 152.8 
九  月=100 279.8 九  月=100 157.6 九  月=100 153.9 

十  月=100 276.7 十  月=100 159.8 十  月=100 154.4 
十一月=100 274.7 十一月=100 162.3 十一月=100 155.7 
十二月=100 274.1 十二月=100 162.5 十二月=100 1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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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期 指 數 基 期 指 數 

 
民國67年=100 

 
149.3 

 
民國70年=100 

 

一  月=100 153.7 一  月=100 101.7 
二  月=100 153.1 二  月=100 100.5 
三  月=100 152.9 三  月=100 99.7 

四  月=100 151.5 四  月=100 99.7 
五  月=100 150.0 五  月=100 100.1 
六  月=100 149.8 六  月=100 100.3 

七  月=100 149.8 七  月=100 100.4 
八  月=100 149.1 八  月=100 100.1 
九  月=100 148.0 九  月=100 100.0 

十  月=100 146.8 十  月=100  
十一月=100 144.1 十一月=100  
十二月=100 143.2 十二月=100  

民國68年=100 131.1   

一  月=100 142.2   
二  月=100 140.9   
三  月=100 138.0   

四  月=100 134.5   
五  月=100 133.0   
六  月=100 132.0   

七  月=100 128.2   
八  月=100 126.9   
九  月=100 126.7   

十  月=100 126.1   
十一月=100 126.1   
十二月=100 125.5   

民國69年=100 107.9   

一  月=100 114.6   
二  月=100 113.0   
三  月=100 112.4   

四  月=100 111.5   
五  月=100 108.8   
六  月=100 107.3   

七  月=100 106.9   
八  月=100 106.3   
九  月=100 105.6   

十  月=100 103.7   
十一月=100 103.4   
十二月=100 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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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以「關於都市計畫圖自那一年起必須加蓋省府印信乙案」 

臺北市政府函  本府所屬各機關                        70.10.2府法三字第45678號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70年9月25日臺內營字第35962號函副本辦理。 

二、抄附本函說明第二點乙份。 

說明： 

二、都市計畫之新訂、變更或擴大，經完成法定程序並發布實施後旣生效力，至權責

機關於計畫書、圖上加蓋印信，僅為防杜變更、調換而已。本部為求計畫書、圖

上印信加蓋位置之統一，特於63年6月28日訂頒之「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規則」

第8條，明文規定必須加蓋印信。 

內政部函以「都市計畫保留之『市場預定地』土地、並核准由私人

投資開發中，惟目前尚未營業，該市場預定地不得視為工程受益費

徵收條例第 14條第 1項所規定之『都市計畫法規定保留之公共設施

用地』而免徵工程受益費」 

臺北市政府函  本府所屬各機關                       70.10.1府法三字第 46409號 

說明： 

一、 依據本府工務局70年9月29日北市工一字第67129號函轉內政部 70年9月22

日臺內營字第44318號函副本辦理。 

二、抄附內政部函說明第二點乙份。 

說明： 

二、查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依都市計畫法規定保留之公共

設施用益也及其改良物，應以尚未依都市計畫之規定用途開闢者為要件。本案據

稱該市場預定地已核准由私人投資開發中，自不適用上開條款之規定。 

有關「人民申請案件使用戶籍謄本項目表」執行疑義一案 

臺灣省政府函  省屬各廳處局、各省營事業機構、各縣市政府 

70.9.30（70）府警戶字第82998號 

說明： 

一、 依據70年9月 16日臺內戶字第44392號函副本辦理。 

二、 查內政部70年 7月6日臺內戶字第29849號函（刊本府公報秋字第 19期）係請

各主管機關依照「人民申請案件使用戶籍謄本項目表」所列項目為限，凡表列「繼

續使用」戶籍謄本者，並非硬性規定非向民間索取不可，如申請案件不以持憑戶

籍謄本為必要者，自得以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印或其他證明文件代替，受理

機關可審酌辦理。 

三、 檢送內政部原函影本一件。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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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  臺北市政府                        70.9.16（70）臺內戶字第44392號 

主旨：有關「人民申請案件使用戶籍謄本項目表」執行疑義一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 復貴府70年9月1日府研三字第39346號函。 

二、 查本部 70 年 7 月 6 日（70）臺內戶字第 29849 號函係請各主管機關依照「人民

申請案件使用戶籍謄本項目表」所列項目為限，凡表列「繼續使用」戶籍謄本者，

並非硬性規定非向民間索取不可，如申請案件不以持憑戶籍謄本為必要者，自得

以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印本或其他證明文件代替，受理機關可審酌辦理。 

三、 來函略謂，項目表內所列22公司登記23商業登記，貴府建設局現行作業均採用

身分證影本，但如申請人使用戶籍謄本亦予受理一節，請與經濟部洽商，如改為

無須繼續使用戶籍謄本者，請函知本部將該二項刪除。 

函示執行法院查封區分所有建物時對單獨編列建號之共用使用部分

應一併列入 

主旨：執行法院查封區分所有建物時，應將單獨編列建號之共同使用部分，一併囑託辦

理查封登記，於拍定後，該發權利移轉證書成時，亦應將區分所有建物之共同使

用部分一併列入，請查照。 

說明： 

一、 據內政部 70年 7月 7日 70臺內地字第 28831號函略謂：「依民法第 862條規定

登記，抵押權之效力及於抵押權之從物及從權利，故當事人雖僅就區分所有建物

辦理抵押權設定登記，其抵押權仍應及於共同使用部分，且同法第 68 條第 2 項

規定：主物之處分及於從物，是共同使用部份雖未設定抵押權，且未辦理查封登

記，亦仍應視為隨同拍賣，請求本院轉知執行法院於核發權利移轉證明書予拍定

人時，應將建物共同使用部分一併列入，俾登記機關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72條第2

款規定，將建物共同使用部分隨同移轉，而維持地籍記載之完整。」 

二、 前開內政部意見，於法尚無不合。 

釋覆關於公司清算時其財產不足清償債務清算人不依規定聲請宣告

破產逕向法院聲報清算終結是否合法疑義 

70.8.5法務部法（70）律字第09787號函復財政部 

主旨：公司清算時，其財產不足清償債務，清算人不依公司法第89條之規定聲請宣告破

產，逕向法院聲報減算終結，其解散清算是否合法案復請  查照參考。 

說明： 

一、復  貴部70年7月30日(70)臺財關字第19032號函。 

二、公司辦理清算時，其財產不足清償債務（包括欠繳稅款、罰鍰），清算人不聲請

宣告破產，卽將有關表冊送經股東或股東會承認，並向法院聲報備查者，清算人

卽有公司法第 92 條但書及第 331 條第 3 項但書規定之不法行為，前司法行政部

68年 6月 22日臺（68）函民字第 05991號函「說明三」曾有同一之說明，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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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人之責任並未解除，亦不生清算完結之效果，其公司法人人格明視為存續，請

參考。 

無地租約定之地上權應參照當地同類地目土地之租金估定其年租額

計課遺產稅 

財政部函  高雄市國稅局                          70.9.18（70）臺財稅第 37939號 

說明： 

一、 復貴局70年9月3日（70）財高國稅法第 036107號函。 

二、關於無地租約定之地上權究應如何估價課徵遺產稅乙節，前經本部 60 年 7 月 1

日（60）臺財稅第 34974號令釋：「查地上權之設定未定有年限者，均以一年地租

額之七倍為其價額，遺產稅法施行細則第26條第2項訂有明文，至年租額未於契

約明訂者，應參照當地同類地目土地之租金估定其年租額，計課遺產稅」，該釋令

雖係對舊遺產稅法施行細則第 26條所為之解釋，惟查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31 條關於地上權估價之規定，與舊遺產稅法施行細則第 26 條規定完全相同，故

本案仍可參照前述部令依主旨規定辦理。 

（一）最高法院判決要旨 

70年度臺上字第1474號   

契約本有預約與本約之分。預約云者，謂約定締結本約之「契約」，唯使當事人負擔

須為訂立本契約之意思表示之債務。因當事人由他方受有定金者，其依民法第 248條規

定，應視為成立之契約，究為「本約」抑係「預約」，則應依其情事解釋當事人之意思定

之，不得謂凡有定金之授受者，卽槪視為已成立「本約」。（參閱民法第 248條） 

 

70年度臺上字第1538號   

土地法第104條第 1項後段所謂房屋出賣時，基地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

之權，係指地上權設定人、出典人或出租人，於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之房屋出賣

時，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申言之，必須房屋所有人與基地所有人間，具有地上

權、典權或租賃關係為前提要件。本件訟爭房屋所有人許○○與基地所有人卽上訴人間，

並無地上權、典權或租賃關係存在，其對該房屋自難謂有優先購買權。（參閱土地法第

104條。） 

 

70年度臺上字第1688號   

私有農地出售與無自耕能力之人者，其買賣契約原則上固因有客觀上之給付不能而

無效，惟如同時約定登記與買受人所指定有自耕能力之人者，則此約定，亦為法律所不

禁，卽難謂係以不能之給付為標的，而認其契約係自始無效。茲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

7條約明：「本件不動產實行移轉登記時，其登記權利人，無論以任何人名義，甲方（指

葉某）得自由指定之，乙方（指吳某）決無異議」。基此葉某縱自已為無自耕能力之人，

依上述約定旣可自由指定任何人（包括任何其他有自耕能力之人）為承受系爭土地之移

轉登記名義，則該系爭土地買賣契約之履行，顯屬可能，並無客觀上自始付給不能情形，



42 

當無民法第 246 條第 1 項上段及土地法第 30 條第 1、2 項之項適用。（參閱民法第 246

條、第269條、土地法第 30條。） 

 

70年度臺上字第1840號   

系爭土地，業經桃園縣政府，依獎勵投資條例第 46條規定編定為工業用地，並於原

審言詞辯論終結前之69年4月25日以府建工字第40815號公告停止所有權之移轉在案，

從而上訴人依買賣契約，請求被上訴人為所有權之移轉，卽屬給付不能。至修正土地登

記規則第60條但書規定，係指聲請人取得法院確定判決在前，在未及聲請辦理所有權移

轉登記時，為政府公告停止移轉之情形而言，茲上訴人以不能之給付，訴請被上訴人履

行，自有未合。而債務人給付不能，以事實審法院裁判時為準，如事實審法院言詞辯論

終結時，債務人處於給付不能之狀態，縱其不能之情形，將來或可除去，仍難謂非給付

不能。（參閱民法第246條、修正土地登記規則第 60條。） 

（二）行政院法院判決要旨 

70年度判定第659號   

政府徵收土地，乃公法上之行為，其因徵收而取得土地所有權，為原始取得，並無

私法上之契約存在，當無適用契稅條例課徵契稅之餘地。本件原告臺灣省彰化農田水利

會因改善排水工程，經政府核准徵收土地，雖有支付補償地價之事實，但與以變相方式

支付產價取得不動產所有權之情形迴異，自無契稅條例第 12條前段及第16條第1項規

定之適用。（參閱契稅條例第2第1項、第12條、第 16條第1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