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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地 政 法 規  
 
 
 
 
 
 
 
 
 
 
 
 
 
 
 
 
 

 



 
 
 
 
 
 
 
 
 
 
 
 
 
 
 
 
 
 
 
 
 
 
 
 
 
 
 
 
 
 
 
 
 
 
 
 
 
 

 



 

一、地政法規 

 （一）基本法規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總統令修正平均地權條例第

四十條及土地稅法第二十八

條之二及第三十三條 

93 1 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7 北市地

二字第０９３３０４６８８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1.19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０２７６１號函 
總統府 93.1.14 華總一義字第０９

３００００７３０１號令 
總統府 93.1.14 華總一義字第０９

３００００７２９１號令 
總統令修正中央法規標準法

第八條條文 
93 5 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2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６３４３００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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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權法規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令修正「內政部實施平

均地權與保護自耕農基金收

支保管及運用作業要點」為

「平均地權保護自耕農及重

劃工程作業基金收支保管及

運用作業要點」 

93 1 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7 北市地

五字第０９３３０４８１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1.12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７１６７４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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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地籍法規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令修正地籍總歸戶實

施辦法 
93 5 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5 北市地

資字第０９３３１４３５７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4.30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０８８９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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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地用法規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令修正「非都市土地使

用管制規則」部分條文 
93 3 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18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９６９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函發布有關都市計畫

法第五十條之二施行日期定

九十三年三月一日施行 

93 3 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25 北市地

五字第０９３３０９９６７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3.18 府都綜字第０

９３０９０７２６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3.8 內授營都字第０９

３０００４５８５號函 
內政部令發布「都市計畫私有

公共設施保留地與公有非公

用土地交換辦法」 

93 3 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30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０５７２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3.25 府都綜字第０

９３０９３４５２００號函 
內政部令修正「都市計畫容積

移轉實施辦法」 
93 7 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16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１０８２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7.12 府都綜字第０

９３１４７５７９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6.30 台內營字第０９３

００８４８２７４號函 
內政部 93.6.30 台內營字第０９３

００８４８２７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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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地價法規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令修正「地價及標準

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

部分條文 

93 3 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31 北市地

二字第０９３３１０９２８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3.26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９２９８５號函 
內政部 93.3.26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９２９８號令 
內政部令修正「地價及標準

地價評議委員會評議會議作

業規範」第八點條文 

93 5 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4 北市地

二字第０９３３１４０５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4.29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０９７３號令 
內政部令修正「地價及標準

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補

充規定」第七點條文 

93 5 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20 北市地

二字第０９３３１５７７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5.19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０７７６９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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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徵收法規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令訂定「土地或土地改

良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

象及領取辦法」 

93 1 8 臺北市政府 93.1.2 府地四字第０

９２２８７２８４００號函 
內政部 92.12.29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２００６２７３６５號函 
內政部 92.12.29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２００６２６２７３６號令 
內政部令修正「土地徵收未受

領補償費保管辦法」 
93 1 17 臺北市政府 93.1.15 府地四字第０

９３０２２３６１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1.12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８７００５號函 
內政部 93.1.12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８７００號令 
內政部令修正「土地徵收未受

領補償費保管辦法」第四條、

第七條及第八條條文 

93 10 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29 北市

地三字第０９３３３２２４２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0.26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３００７４０９５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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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 政 分 類 法 令  
 
 
 
 
 
 
 
 
 
 
 
 
 
 
 
 
 

 



 

 
 
 
 
 
 
 
 
 
 
 
 
 
 
 
 
 
 
 
 
 
 
 
 
 
 
 
 
 
 
 
 
 
 
 
 
 
 

 



 

 
 
 
 
 
 
 
 
 
 
 
 
 
 
 
 
 

（一）地 政 機 關 法 令  
 
 
 
 
 
 
 
 
 
 
 
 
 
 
 
 
 

 



 

 
 
 
 
 
 
 
 
 
 
 
 
 
 
 
 
 
 
 
 
 
 
 
 
 
 
 
 
 
 
 
 
 
 
 
 
 
 

 



 

二、地政分類法令 

 （一）地政機關法令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令修正「中華民國地政

貢獻獎選拔要點」 
93 7 5 內政部 93.6.24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７４６８５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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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 權 法 令  
 
 
 
 
 
 
 
 
 
 
 
 
 
 
 
 
 
 
 
 
 

 



 

 
 
 
 
 
 
 
 
 
 
 
 
 
 
 
 
 
 
 
 
 
 
 
 
 
 
 
 
 
 
 
 
 
 
 
 
 
 
 
 
 
 
 
 
 
 

 



 

 （二）地權法令 
    1.地權限制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釋有關國有房屋經

指定為古蹟或私有古蹟坐落

之國有基地，依國有財產贈與

寺廟教堂辦法辦理贈與，有無

違反土地法第十四條等相關

規定疑義乙案 

93 2 1 臺北市政府 93.2.11 府地四字第０

９３０２５５５０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1.30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０２０９１號函 
內政部 93.1.30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０２０９２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汶萊人申請

移轉土地疑義乙案 
93 2 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2.1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６５２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2.10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０３２３４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新加坡人得

否因繼承而取得我國土地權

利乙案 

93 3 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11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９２２２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3.5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７２０４８號函 
內政部函為有關外國人申請

取得、移轉土地建物權利案件

報請該部備查事宜乙案 

93 5 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４６８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5.5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０６８７９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美國維吉尼

亞州之人民或法人得在我國

取得或設定土地權利乙案 

93 5 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1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５２６９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5.11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０７７９０號函 
內政部函為有關美國愛荷華

州、明尼蘇達州、馬里蘭州、

西維吉尼西州等四州之人民

或法人得依土地法相關規定

在我國取得或設定農業用地

外之土地權利乙案 

93 8 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8.2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５７３７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8.19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１２０５６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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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釋關於澳大利亞人

毛捷申請取得土地及建物乙

案 

93 9 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2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８５５０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9.15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１３０２８號函 
內政部函釋關於美國奧克拉

荷馬、北卡羅來納等二十個州

之人民或法人得否在我國取

得或設定土地權利乙案 

93 11 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23 北市

地三字第０９３３３４６１７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1.18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３００１５７５１號函 
內政部函修正「外國人在我國

取得土地權利作業要點」第十

一點之簡報表格式 

93 12 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15 北市

地三字第０９３３３６９２６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2.13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３００７１３２９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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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地權調整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停止適用該部八十

一年二月十八日台（八一）內

地字第八一七一二○八號函 

93 4 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4.5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０９６０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3.30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３２８３號函 
內政部令修正「土地法第三十

四條之一執行要點」 
93 8 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8.11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４０４２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8.2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５７２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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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扶植自耕農 
刊登法令月

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釋有關依實施耕者

有其田條例規定徵收放領之

土地，因承領權塗銷後登記為

國有，嗣後如辦理標售，有無

土地法第二百十九條第四項

或土地徵收條例第五十九條

優先購買權規定之適用乙案 

93 6 1 臺北市政府 93.6.24 府地三字第０

９３１４５００８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6.18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７０５８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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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地放領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令修正「早期放領公有

耕地清理作業要點」為「早期

放領公有耕地處理要點」 

93 5 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14 北市地

三字第０９３３１５３６７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5.6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９００號令 
內政部令廢止該部九十年七

月二十六日台（九十）內中地

字第九○○九六七五號令有

關「早期因自然災害流失、埋

沒而停徵地價之放領公地，於

回復原狀後，依『早期放領公

有耕地清理作業要點』第五點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原承領人

得申請繼續承領，並補繳未繳

清之地價，辦理所有權移轉登

記。……」規定 

93 6 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6.16 北市地

三字第０９３３１８４７４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6.16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９３０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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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其他有關法令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修正未辦繼承登

記土地及建築改良物列冊

管理作業要點規定之「逾期

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列

冊管理單」、「逾期未辦繼承登

記土地或建物列冊管理收件

簿」、「地政事務所公告」及「逾

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物

通知單」等格式改為橫式書寫

乙案 

93 1 1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３２９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2.12.31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２００７１６５６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耕地經依農

業發展條例相關規定申辦耕

地分割處理疑義乙案 

93 1 2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30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５２２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1.28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０２７９４號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釋有關

特定農業區養殖用地申請集

村興建農舍，是否應先辦理養

殖漁業登記疑義乙案 

93 2 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2.5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５５３４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建設局 93.2.3 北市建

三字第０９３３０３６０４００

號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93.1.29 農授水

保字第０９３１８０１７９３號

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 93.1.19
漁四字第０９３１２０１５８４

號函 
內政部令停止適用「公有土地

劃分原則」 
93 3 5 臺北市政府 93.3.26 府財四字第０

９３０９３８６９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3.15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３７１４號令 
內政部令修正「耕地分割執行

要點」 
93 4 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4.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１２５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3.30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９３１８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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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釋有關

興建有合法農舍之農業用地

經依法分割後，該農舍併同其

坐落之分割後子地號農業用

地，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時相

關疑義乙案 

93 5 1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2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６２４７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建設局 93.5.21 北市建

三字第０９３３１８６８２００

號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93.5.12 農企字

第０９３０１２２６４４號函 
內政部令修正「耕地分割執行

要點」第八點 
93 6 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6.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７２２９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5.31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７２７６７號令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釋有關

經濟部核准之公司合併解

散，原持有「耕地」因辦理所

有權移轉登記，涉及農業發展

條例第三十三條規定執行疑

義乙案 

93 6 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6.24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８８４９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6.16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８４８５號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93.6.11 農企字

第０９３００１０４６８號函 
有關農業發展條例八十九年

一月二十八日修正施行前已

興建之農舍，於修正施行後經

辦理所有權移轉後，現所有權

人申請現有農舍增建，是否仍

應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

法」第三條規定辦理疑義乙案 

93 7 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1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１０２９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建設局 93.7.12 北市建

三字第０９３３２３１１９００

號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93.7.6 農授水

保字第０９３１８１４３０３號

函 
內政部營建署 91.1.15 營署綜字第

○九○○○八○七四九○號函 
內政部函釋原所有權人於土

地流失前死亡者，日後於該土

地回復原狀時，其繼承人得依

土地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

主張回復其所有權乙案 

93 9 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16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８０３４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9.13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５８２６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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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地籍法令 
    1.土地總登記、建物第一次登記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釋有關建物領有主

管建築機關核發之「使用許

可」是否可視為「依法得免發

使用執照」之證明文件，而據

以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測

量及登記疑義乙案 

93 4 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4.8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１６９８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4.7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３３６６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地政機關為

配合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四

條第二項規定，當事人於申辦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於

申請書備註欄記明基地權利

種類及其範圍，該基地權利種

類是否指所有權、地上權而言

疑義乙案 

93 6 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2.5.1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２３１４２８８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2.5.13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２００８２８３９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區分所有建

物權利人申辦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因部分起造人已死

亡，其繼承人不申報遺產稅及

不會同申辦時應如何處理乙

案 

93 7 1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1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１４９９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14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９７５４號函 
財政部賦稅署 93.5.17 台稅三發字

第０９３０４５２５５３號函 
有關東亞建築經理股份有限

公司申辦本市廈門街一四七

巷八號等二十五戶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於公告期間，

明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異議應否受理其異議乙案 

93 7 1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1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１８３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函示有關建物使用執

照起造人為無法人資格之工

廠或商號，辦理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事宜乙案 

93 9 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６０８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8.26 內授中辦字第０９

３００１１９１４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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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令修正「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法令補充規定」部分

規定 

93 9 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６７７９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8.20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５８０１號令 
內政部函釋有關東亞建築經

理股份有限公司申辦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於公告期

間，明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提

出異議應否受理乙案 

93 9 1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2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８０３８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9.15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１３２１５號函 
內政部令廢止「日據時期會社

土地清理要點」 
93 10 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4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９６７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9.22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５８３９號令 
有關本市大安地政事務所受

理孫盛悌君申辦共有部分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公告期

間區分所有權人提出異議乙

案 

93 11 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8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２７３８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11.3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１５０２０號函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22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１５９５０

０號函 
內政部令修正「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法令補充規定」第二

十三點規定及登記原因標準

用語「增建」之意義、適用部

別 

93 11 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15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３５１５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1.4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５８７３號令 
有關本市大安地政事務所建

議簡化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案（含附屬建物補登）應備

文件得援用該建物測量申請

案附證明文件乙案 

93 12 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20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５８６９０

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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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土地、建物移轉登記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財政部函釋有關辦理判決共

有物分割登記疑義乙案 
93 2 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2.2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７５５２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2.20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２５５８號函 
財政部 93.2.13 台財稅字第０９２

００６７４８０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不相鄰之共

有土地得否併同辦理共有物

分割登記疑義乙案 

93 3 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７５４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2.23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２６６１號函 
有關本市松山地政事務所受

理土地買賣移轉登記，涉及買

受人以死亡者為登記名義人

應如何處理乙案 

93 4 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4.2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３１２９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4.21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５７５４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辦竣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之建物為買賣

時，第三人復對於該建物之權

屬有爭議，是否有土地登記規

則第五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

規定之適用疑義乙案 

93 5 1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4.30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３６３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4.27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５５１４號函 

內政部「研商依都市計畫私有

公共設施保留地與公有非公

用土地交換辦法辦理交換，登

記規費應如何繳納相關事宜

會議」紀錄 

93 5 1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26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６１０３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5.12 台內營字第０９３

００８４０２３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申請人持憑

法院判決確定證明書申辦土

地、建物判決移轉登記，如經

查明法院確定判決書上所載

被告之姓名及不動產標的與

登記簿記載相符．惟被告之住

址與登記簿不符時，應否檢附

住所沿革疑義乙案 

93 7 1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1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９７２２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6.28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５５４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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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令訂定「地政機關配合

以都市更新方式辦理集合住

宅重建完成後權利變換產權

移轉登記作業注意事項」 

93 7 1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6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２２００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16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５６４號令 
內政部函釋有關政府價購已

逾十五年尚未完成產權移轉

登記土地註記事宜乙案 

93 10 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11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００９４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0.6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５８５１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九二一震災

重建基金會處分「臨門方案」

價購之不動產，其申辦與都市

更新會（包括其會員）及與第

三人間之權利變更登記應提

出之證明文件疑義乙案 

93 10 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11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０１７６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0.5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５８４７號函 
內政部 93.9.20 內授中社字第０９

３００２４９８３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祭祀公業陳

悅記申請判決取得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乙案 

93 11 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15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３２６９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1.10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３００１５６１４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財團法人九

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因處分

「臨門方案」價購之不動產，

經依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二

條規定提出法人登記機關核

發之法人及代表人印鑑證明

等文件，向地政事務所備查

後，申辦不動產權利變更登記

時，地政事務所得援用已備查

之文件，免再逐案檢討 

93 11 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18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３７９１０

０號函 

內政部函釋關於部分共有人

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

定處分共有土地，他共有人之

繼承人之一行使優先購買權

疑義 

93 12 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５８４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11.30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３００１６１９５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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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修正「（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全銜）大陸地區法

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陸資

公司取得許可辦法第八條土

地權利管制清冊」、「（市）、縣

（市）政府大陸地區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或陸資公司取

得許可辦法第九條土地權利

管制清冊」、「內政部（市）、

縣（市）政府大陸地區法人（團

體或其他機構）或陸資公司取

得許可辦法第六條及第七條

不動產權利管制清冊」及「大

陸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陸

資公司）取得設定或移轉不動

產物權權利案件簡報表」格式 

93 12 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23 北市

地三字第０９３３３７５５１０

０號函 

內政部函釋關於未登記土地

之占有人因時效取得所有權

登記公告期間疑義乙案 

93 12 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28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７８７２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2.23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３００１７１７８號函 
 

 21



 

    3. 土地、建物繼承登記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釋有關被繼承人所

遺土地及建物繼承登記疑義

乙案 

93 2 7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2.1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６３０３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2.9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１２４３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請求塗銷土

地及建物所有權部其他登記

事項欄依民事訴訟法第二百

五十四條規定之註記事項 

93 2 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2.24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７３００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2.19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３２３５１號函 
內政部令修正「繼承登記法令

補充規定」部分規定 
93 9 1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６７７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8.20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５８０３號令 
內政部函釋有關代位繼承人

因有民法第一千一百四十五

條第一項第五款之情形，經法

院確定判決對被繼承人之遺

產已喪失繼承權者，得由其直

系血親卑親屬再代位繼承乙

案 

93 9 2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16 北市地

四字第０９３３２７９８２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9.13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１３０１２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陳炳仁先生

申請調處共有物分割與陳正

義先生申辦共有人之一陳坤

炎所遺不動產繼承登記及抵

繳稅款疑義乙案 

93 9 2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2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８６０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9.21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１２９１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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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釋有關登記機關受

理繼承登記案件，繼承人中有

大陸地區人民，經該大陸地區

人民親自到場於遺產分割協

議書簽名為繼承遺產之意思

表示者，得免附已受領繼承財

產應得對價之證明文件，及同

意申請人辦理繼承登記之同

意書，該遺產分割協議書亦得

免經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

會驗證 

93 11 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２３７４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11.1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１４１７９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以代筆遺囑

申辦分割遺產繼承登記，如符

合一物一權之原則，得由部分

繼承人持憑被繼承人之遺

囑，單獨就其取得之遺產部分

申請繼承登記，而無須全體繼

承人會同申請 

93 11 1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23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４３２２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1.19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３００１６０６４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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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土地、建物他項權利設定、變更登記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釋有關高雄市政府

地政處建議以法院之裁定證

明文件，作為認定資產管理公

司移轉其受讓自金融機構之

最高限額抵押權之足資證明

債權額確定之有關文件乙案 

93 2 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2.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４８５８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1.20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０２５２號函 

內政部令修正「典權登記法令

補充規定」第四點 
93 7 1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０５７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6.28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５４８２號令 
內政部令修正「時效取得地上

權登記審查要點」 
93 9 2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６７７２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8.20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５８００號令 
內政部函釋有關金融機構申

辦抵押權設定登記，檢附登記

申請書及契約書上所蓋印章

得否以彩色印刷方式辦理乙

案 

93 10 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21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１２９８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0.19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３００１４２３４號函 
內政部函釋關於九二一震災

受災戶公務人員住宅貸款，國

民住宅貸款協議承受與金融

機構核貸中央銀行震災家園

重建專案貸款，於都市更新權

利變換時，其原登記抵押權之

轉載及新增加借貸為擔保債

權辦理抵押權設定登記順位

登載疑義乙案 

93 11 1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24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４３５２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1.17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３０７２５８８７號函 
內政部 93.11.8 台內營字第０９３

００８７４７３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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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土地、建物權利人姓名、住所變更登記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臺北市政府修正「臺北市宗教

團體以自然人或自然人以外

名義登記之不動產申請更名

登記為寺廟教會所有注意事

項」為「臺北市宗教團體以自

然人或自然人以外名義登記

之不動產辦理更名登記為寺

廟教堂（會）所有應行注意事

項」 

93 3 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18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９６９９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3.16 府民三字第０

９３０４６９０１０１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3.16 府民三字第０

９３０４６９０１００號令 

內政部令修正「夫妻聯合財產

更名登記審查要點」第一點及

第三點 

93 8 1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8.4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３３９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23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５６６２號令 
有關本府各機關學校經管市

有土地、建物原核發之所有權

狀已遺失，於函請地政事務所

辦理管理機關變更登記時，如

已載明權狀已遺失及免繕

狀，是否仍需連件辦理權狀補

給登記疑義乙案 

93 11 1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29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４６９１０

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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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土地、建物更正登記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令修正「更正登記法令

補充規定」第一點、第二點、

第十二點 

93 7 1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０５７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6.28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５４８１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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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土地、建物限制登記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有關本市中山地政事務所建

議法院囑託未登記建物查封

登記，由第二課勘測並核定後

送請登記乙案 

93 5 1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4.30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３２１０００

號函 

內政部令修正「限制登記作業

補充規定」部分規定 
93 8 1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8.4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３３９２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23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５６６１號令 
有關本市地政事務所因電腦

當機致資料流失之補登回復

作業或當機時改採人工登簿

後之補建作業時，如遇限制登

記（預告登記除外）之囑託

時，其作業程序 

93 12 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1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３８８８００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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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土地、建物權利塗銷登記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為有關協助各儲蓄

互助社辦理抵押權塗銷登記

事宜乙案 

93 2 1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2.10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６０５８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2.3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１４７１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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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土地、建物分割、合併登記、標示變更登記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釋有關都市計畫同

一使用分區不同地目土地申

請合併後，不予銓定地目而將

其地目欄以空白方式處理乙

案 

93 3 1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5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８６５８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3.3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３０９０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臺北市地籍

分割之道路用地得否逕行辦

理合併乙案 

93 7 2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０５５４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07.06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３０００９９５８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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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地目變更登記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修正「地目變更申請

書」及填寫說明改為直式橫書 
93 7 2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０８２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7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７２１８號函 
內政部函修正「地目變更申請

書」之簽署欄位為「由左而

右，由上而下」 

93 8 1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8.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４０５０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8.5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７５２３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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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地籍圖重測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釋關於重測期間被

查封、拍賣未移轉登記土地，

如何避免原所有權人藉不實

指界，造成拍定人權益受損乙

案 

93 1 2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5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２３３６９４７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2.12.30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２００６２９００２號函 
內政部令修正發布「土地法第

四十六條之一至第四十六條

之三執行要點」第十五點、第

二十二點、第二十五點條文 

93 6 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6.28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９４４８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6.23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１３９０號令 
內政部函為配合行政院規劃

公文書橫式書寫之推動，自九

十三年十一月一日起，「地籍

圖重測土地界址爭議案移送

調處書」、「土地界址爭議案調

處圖說及分析表」及「不動產

糾紛調處紀錄表（地籍圖重測

界址爭議案）」格式改為橫式

書寫 

93 10 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26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１８５４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0.20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３００７４０５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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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土地複丈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為配合行政院公文

書橫式書寫之推動，自九十三

年九月一日起，「土地複丈申

請書」及「建物測量申請書」

之審查意見及核章欄位改為

「由左而右，由上而下」 

93 8 2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8.31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５８４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8.23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４６７３號函 

內政部令修正「地政機關委託

測量公司或測量學術團體辦

理地籍測量作業要點」為「地

籍測量部分業務委託辦理作

業要點」，並修正全文 

93 11 1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23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４６２２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1.18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３００６５４２０號令 
內政部函示關於「地政機關委

託測量公司或測量學術團體

辦理地籍測量作業要點」業於

九十三年十一月十八日修正

為「地籍測量部分業務委託辦

理作業要點」，並修正全文，

該部八十四年十二月二十八

日台（八四）內地字第八四一

七○三八號等函停止適用 

93 11 1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30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５２２８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1.25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３００７１４９４號函 

內政部函修正「土地複丈圖、

地籍調查表及面積計算表」、

「建物測量圖」格式，另原「土

地界址調整協議書」修正為

「土地界址調整／調整地形

協議書」格式，並自中華民國

九十四年一月一日生效 

93 12 1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23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６７４３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2.17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３０１１００９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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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建物測量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釋關於地政機關依

「簡化建物第一次測量作業

要點」規定辦理建物平面圖、

位置圖轉繪乙案 

93 9 3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1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８０４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9.16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７３７４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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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規費、罰鍰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釋關於民眾親至登

記機關（或以網路查詢方式）

申請以建物門牌查詢地建

號，倘因故無法查得所需資料

者，無須繳納相關之查詢閱覽

費用乙案 

93 2 1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2.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５１３９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1.28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０８７３號函 

內政部令修正「土地登記規費

及其罰鍰計徵補充規定」第八

點 

93 3 1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７９６７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2.20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３２３８號令 
修正「臺北市政府地政處所屬

各地政事務所地政規費作業

注意事項」第五點 

93 7 2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００８９０３

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繼承人以國

稅機關所核發之「歸戶財產查

詢清單」未載明被繼承人部分

土地坐落，致再次申辦繼承登

記時，是否得將該逾期申辦期

間視為不可歸責之期間予以

扣除疑義乙案 

93 8 2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2.12.19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２３３５５６７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2.12.11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２００８５１１６～２號函 

內政部令修正「平均地權條例

第八十一條補充規定」第五點 
93 8 2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8.11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４０４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8.2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５７３號令 
內政部函釋有關債權人代位

債務人逾期申辦繼承登記，其

登記費罰鍰之起算時間如何

計算乙案 

93 8 3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8.1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４４６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8.12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５８８號函 
內政部令修正「土地登記規費

及其罰鍰計徵補充規定」為

「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

收補充規定」，並修正全文 

93 8 3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8.26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５８８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8.13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５９０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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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溢收

地政規費時之處理方式乙案 
93 11 1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２１９５０１

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民眾透過電

傳資訊查詢系統查詢地籍異

動索引資料，其收費基準請依

「土地法第六十七條及第七

十九條之二規定書狀費及閱

覽費收費基準表」規定以「每

人每筆（棟）十元」計收乙案 

93 12 1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13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６０４２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2.6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１６６９２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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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信託登記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釋有關土地因自益

信託之委託人死亡，其繼承人

會同受託人申請信託內容變

更（註記）登記疑義乙案 

93 7 2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２６０８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26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１０２００號函 
有關受託人依信託法第九條

第二項取得之土地權利，登記

機關受理登記時，其登記原因

疑義乙案 

93 10 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8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９９７８００

號函 

內政部修正該部八十六年十

一月十八日台（八六）內地字

第八六八九四四九號函訂「土

地、建築改良物信託（內容變

更）契約書」格式第十六欄「信

託不動產總金額」字樣為「信

託權利價值總金額」 

93 10 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28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１８０１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0.25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３０７２５８６６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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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不動產經紀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認可屏東縣不動產

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辦理

「不動產經紀人專業訓練」乙

案 

93 1 2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２３３６７０３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2.12.26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２００２１１３９號函 
內政部函修正「不動產經紀營

業員證明（含印製說明）」 
93 1 2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２３３６９１０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2.12.26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２００８５２６９號函 
內政部令釋關於律師依律師

法第二十條、地政士依地政士

法第十六條規定執行業務之

必要，而受當事人之委託，代

理投標法院拍賣之不動產

者，有無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

例第三十二條規定之適用疑

義乙案 

93 1 2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１９７２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2.12.23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２００８５２６１號令 

內政部令訂定「不動產經紀人

專業訓練證明書」格式 
93 1 3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３９８２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2.12.30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２００８５２７０號令 
內政部令訂定「不動產經紀營

業員專業訓練證明書」格式 
93 1 3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4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４０１４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2.12.31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２００８５２７６號令 
內政部令訂定「不動產經紀業

獎勵事蹟申請書」及「不動產

經紀人員獎勵事蹟申請書」 

93 1 3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0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４６７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1.7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９３５０９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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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修改「不動產經紀業

營業保證金繳存證明（含補足

營業保證金繳存證明）」、「不

動產經紀業營業保證金保證

函」及「不動產經紀業申請增

加營業保證金繳存證明」格式

乙案 

93 1 37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8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４９９０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1.20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３５４２號函 

內政部函認可嘉義市不動產

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辦理

不動產經紀人專業訓練乙案 

93 3 17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8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８７３９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3.4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３３２３號函 
內政部函認可高雄市不動產

代銷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辦理

不動產經紀人專業訓練乙案 

93 3 1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８２３９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2.26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２７２４號函 
內政部函釋關於經營經紀業

者未繳存營業保證金及未加

入同業公會即開始營業之處

理事宜乙案 

93 3 1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15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９３９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3.8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１３３號函 
內政部函認可崑山科技大學

辦理不動產經紀人專業訓練

乙案 

93 3 2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2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０１７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3.12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３７２９號函 
內政部函認可台南市不動產

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辦理

不動產經紀人專業訓練乙案 

93 4 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4.8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１８７０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4.6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５０６０號函 
內政部函認可屏東縣不動產

經紀人公會辦理不動產經紀

人專業訓練乙案 

93 4 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4.15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２４５３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4.12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５２４０號函 

 38



 

內政部函為政府目前尚未開

放大陸地區不動產在臺從事

推廣、廣告及銷售活動，違反

者將處以新臺幣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93 4 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4.2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２７８７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4.18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６０２號函 
內政部函同意臺北市仲介業

職業工會辦理不動產經紀營

業員專業訓練增列一處教學

場地乙案 

93 4 7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4.2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３７８７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4.23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６１１號函 
內政部函認可長榮大學辦理

不動產經紀人專業訓練乙案 
93 5 1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1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５４２７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5.12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６６２８號函 
內政部函同意中國文化大學

辦理「不動產經紀營業員專業

訓練」增列二處教學場地乙案 

93 5 1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21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６０１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5.18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６９６８號函 
內政部函認可桃園縣土地登

記代理人職業工會辦理「不動

產經紀人專業訓練」乙案 

93 5 17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2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６４７８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5.25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７３９２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不動產經紀

業者未加入同業公會即開始

營業之處理疑義乙案 

93 5 17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31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６６２２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5.24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６４４號函 
內政部函為該部八十九年九

月十八日台（八九）內中地字

第八九八○四○九號函有關

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者未加

入同業公會即非屬「經紀業」

之釋示，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93 5 1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31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６７０３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5.24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６４７號函 

內政部函認可新竹市地政士

公會辦理不動產經紀人專業

訓練乙案 

93 6 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6.11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７９６４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6.8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８０４９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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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認可新竹市不動產

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辦理

不動產經紀人專業訓練乙案 

93 7 2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０１６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6.29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９１１１號函 
內政部函為有關該部以九十

二年八月十四日內授中辦字

第○九二○○一三二七四號

函核准辦理「不動產經紀人專

業訓練」之「臺北縣不動產經

紀人學會」名稱變更為「臺北

縣不動產經紀人協會」 

93 7 2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1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２０５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19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９９８７號函 

內政部函認可高雄縣不動產

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辦理

不動產經紀人專業訓練乙案 

93 9 3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1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６４１３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8.27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１２２１７號函 
內政部函釋仲介地主與建築

開發業簽訂合建契約，是否屬

於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所

稱仲介業務疑義乙案 

93 9 3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７３０３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9.6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５４６３號函 
內政部函認可中華民國不動

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

國聯合會重新辦理「不動產 
經紀營業員專業訓練」乙案 

93 12 1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14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６８９５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2.3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１６７１８號函 
內政部函認可社團法人桃園

縣地政士公會辦理不動產經

紀人專業訓練乙案 

93 12 1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14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６８９６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2.2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１６４９５號函 
內政部函認可中國房地產研

究發展協會重新辦理「不動產

經紀營業員專業訓練」乙案 

93 12 1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14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６８９７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2.2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１６６７３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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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訂定「申請退還營業

保證金理由書」格式乙案 
93 12 2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27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７５７０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2.17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３０７２５９９７號函 
內政部函修正「不動產經紀業

與經紀人員管理簿冊格式及

其記載須知事宜」乙案 

93 12 2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30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７８９８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2.24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３０７２６６０１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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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其他有關法令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釋有關在臺無戶籍

人士（含本國人及外國人）申

辦土地登記案件，其身分統一

編號之登記方式乙案 

93 1 4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３５３８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1.8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３２０７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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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一次）會議紀

錄 

93 1 4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4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３５３２００

號函 

內政部令修正「申請土地登記

應附文件法令補充規定」第三

十一點、第三十六點條文 

93 1 4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4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４２１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1.5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９３２０２號令 
內政部函補充說明有關在臺

無戶籍人士（含本國人及外國

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其身

分統一編號之登記方式乙案 

93 1 4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４２２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1.14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３２１３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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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二次）會議紀

錄 

93 1 4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8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４３１３００

號函 

內政部函修正該部九十一年

四月十七日台內中地字第○

九一○○八四三一四號令訂

定「地政士申請簽證人登記申

請書」附繳文件第三項 

93 2 1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2.1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６４９０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2.2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３５５５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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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三次）會議紀

錄 

93 2 1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2.1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６３９４００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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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為各直轄市政府地

政處及縣（市）政府（地政局）

所舉辦有關土地行政之研討

會或專題演講，得依「與地政

士專業訓練相當之證明文件

及得折算專業訓練時數規定」

第五點折算時數乙案 

93 2 1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2.24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７４７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2.13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０７９６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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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四次）會議紀

錄 

93 2 1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2.26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７１５３００

號函 

內政部函認可雲林縣不動產

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辦理

地政士專業訓練乙案 

93 3 2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1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８０３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2.24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２６２０號函 
內政部函為關於土地登記規

則第一百五十五條規定執行

事宜乙案 

93 3 2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10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８６６０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3.1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３２５２１號函 
內政部函送研商推廣地政士

簽證業務相關事宜會議紀錄 
93 3 2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10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９０５４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3.4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１２９號函 
內政部令修正「與地政士專業

訓練相當之證明文件及得折

算專業訓練時數規定」第五點 

93 3 2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1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９３９８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3.8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１２４號令 
內政部函釋有關地政士法第

五十條處罰執行事宜 
93 3 2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18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９８４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3.15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１４８號函 
內政部函為有關「台中市地政

促進會」名稱變更為「台中市

地政學會」 

93 3 2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1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９９３４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3.16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３８９９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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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土地

複丈及建物測量改進要點」 
93 3 2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2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９９４１００

號函 
本處修正「土地鑑界複丈申請

須知」、「土地分割複丈申請須

知」、「土地合併複丈申請須

知」、「土地地目變更申請須

知」、「土地他項權利位置測量

申請須知」、「土地界址調整複

丈申請須知」、「建物第一次測

量申請須知」、「建物分割測量

申請須知」、「建物合併測量申

請須知」、「建物滅失勘測申請

須知」、「未登記建物基地號及

門牌號勘查申請須知」、「建物

基地號勘查申請須知」、「建物

門牌號勘查申請須知」 

93 4 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4.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１１１５００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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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五次）會議紀

錄 

93 4 6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4.6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１００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函釋地政士法第五十

條第二款有關領有開業執照

未加入公會之為業認定事宜

乙案 

93 4 6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4.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１６０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4.5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４３０４號函 
內政部函送「內政部刊載於九

十年版地政法令彙編及截至

九十二年三月底止地政類解

釋函令停止適用一覽表」及

「配合申請土地徵收注意事

項廢止解釋函令一覽表」 

93 4 67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4.8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１４７７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4.1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９３５６號函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修訂「臺北

市各地政事務所分層負責明

細表（人民申請案件部分）」

及「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分層

負責明細表（公文部分）」 

93 5 1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5 北市地

人字第０９３３１４２９４００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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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六次）會議紀

錄 

93 5 2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３９９１００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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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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七次）會議紀

錄 

93 5 2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1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４５６２００

號函 

有關書狀補給登記於公告三

十日期滿後仍未收到郵局雙

掛號回執，如何處理乙案 

93 5 3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1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３２０３００

號函 
內政部函認可長榮大學辦理

「地政士專業訓練」乙案 
93 5 37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24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６０９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5.19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７１１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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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八次）會議紀

錄 

93 6 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6.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６４９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令釋有關地政士開業

執照有效期限四年內，申請註

銷開業登記後，重行申請開業

登記時，應檢附最近四年內完

成專業訓練三十個小時以上

或與專業訓練相當之證明文

件，依地政士法第七條規定，

重行申領開業執照 

93 6 1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6.16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８５２４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6.2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６５６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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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九次）會議紀

錄 

93 6 1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6.1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７７３２００

號函 

訂頒「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受理

土地法第六十八條地政機關

登記損害賠償事件向所屬人

員請求償還作業規定」 

93 6 17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6.24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６７７２１０

號函 

內政部函認可新竹市不動產

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辦理

「地政士專業訓練」乙案 

93 6 1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6.28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９４１９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6.18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８５８４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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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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十次）會議紀

錄 

93 6 2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6.28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８９３５０１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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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十一次）會議

紀錄 

93 6 2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6.30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９２５６００

號函 

修正「臺北市地籍、地價暨稅

籍異動作業連繫要點」第二

點、第四點至第六點 

93 7 2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００８９００

號函 
修正「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受

理通信申請土地登記實施要

點」第二點及第四點 

93 7 27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００８９０１

號函 
修正「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檔

案清理要點」第三點至第五

點、第八點及附件格式一、格

式四至格式七 

93 7 2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００８９０２

號函 

修正「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受理

土地法第六十八條地政機關

損害賠償事件處理要點」第一

點、第二點 

93 7 3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６７７２００

號函 

內政部函為地政士二人以上

組織聯合事務所共同執行業

務，原核發一張開業執照，自

即日起改為一人一照乙案 

93 7 3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０４０４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2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６９４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中央及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稅務機關

所舉辦之地政士如何申報執

行業務所得講習或與土地登

記有關之稅務講（研）習會

等，得否依「與地政士專業訓

練相當之證明文件及得折算

專業訓練時數規定」第五點，

由該舉辦稅務單位核發證明

文件，以折算專業訓練時數疑

義乙案 

93 7 3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０９１３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5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５４０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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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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十二次）會議

紀錄 

93 7 3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14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０７５３００

號函 

內政部令修正「內政部獎勵績

優地政志工要點」第三點及附

表一、二 

93 7 3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15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１４４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13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７００５０號令 
僑務委員會修正「華僑身分證

明書」 
93 7 4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16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１３４７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12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５６０號函 
廢止「臺北市土地登記專業代

理人獎勵標準」 
93 7 4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1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１２７９００

號函 
臺北市議會 93.7.13 議法字第９３

００３６４００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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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十三次）會議

紀錄 

93 7 4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0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１３１９００

號函 

「臺北市地籍、地價暨稅籍異

動作業連繫要點」、「臺北市各

地政事務所受理傳真機申請

地籍、地價謄本作業要點」、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受理

申請退還土地登記、測量規費

注意事項」名稱修正為「臺北

市地籍地價暨稅籍異動作業

連繫要點」、「臺北市各地政事

務所受理傳真機申請地籍及

地價謄本作業要點」、「臺北市

各地政事務所受理申請退還

土地登記及測量規費注意事

項」 

93 7 47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0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１８８６００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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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市政府地政處所屬各

所、隊電子儀器管理要點」、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所屬各

所、隊受理司法機關或檢察機

關囑託勘測案件作業要點」、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受理地

籍藍晒圖暨多目標地籍圖申

請（購）作業要點」名稱分別

修正為「臺北市政府地政處所

屬各所隊電子儀器管理要

點」、「臺北市政府地政處所屬

各所隊受理司法機關或檢察

機關囑託勘測案件作業要

點」、「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受理

地籍藍曬圖暨多目標地籍圖

申請作業要點」 

93 7 47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0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１８９４００

號函 

內政部令修正「辦理圖解法土

地界址鑑定作業注意事項」部

分規定 

93 7 4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1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２０２９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19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７０１１５號令 
停止適用「『土地登記申請書』

填寫說明」 
93 7 5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1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１８９３００

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已辦理簽證

人登記之地政士可否為其他

未辦簽證人登記之地政士受

託登記案件辦理簽證業務疑

義乙案 

93 7 5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8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２７３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21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５４１７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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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十四次）會議

紀錄 

93 7 5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30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１９１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函認可高雄市土地登

記代理人職業工會辦理「地政

士專業訓練」乙案 

93 8 4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8.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３３１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30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１０９１３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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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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十五次）會議

紀錄 

93 8 4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8.1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３４９３００

號函 

內政部函為防杜地政士個人

資料外洩，修正該部九十一年

五月七日台內中地字第○九

一○○八四三五一號令有關

地政士法第十條及第十一條

第二項辦理公告內容刪除「出

生日期」及「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 

93 8 5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8.1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４４７３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8.2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１０６５４號令 

內政部函為有關該部以九十

二年十一月二十日內授中辦

地字第○九二○○一九二六

七號函核准辦理「地政士專業

訓練」之「屏東縣土地登記代

理人業職業工會」名稱變更為

「屏東縣地政業務從業人員

職業工會」 

93 8 5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8.1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５２６７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8.13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１１６１９號函 

內政部函認可台北縣地政士

職業工會辦理「地政士專業訓

練」乙案 

93 8 5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8.2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５７４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8.20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１２０５１號函 
內政部令修正「祭祀公業土地

清理要點」第二十點 
93 9 3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６７７８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8.20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５８０２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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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十六次）會議

紀錄 

93 9 3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６４３７００

號函 

內政部函為配合行政院規劃

公文書橫式書寫之推動，修正

現行銀行、農漁會及信用合作

社等金融機構函送地政事務

所備查之委託書及印鑑卡格

式 

93 9 3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1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８１８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9.9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５８１９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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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為配合行政院「公文

書橫式書寫推動方案」，自即

日起辦理不動產糾紛調處之

申請書及紀錄表格改為橫式

書寫 

93 9 4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2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８５５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9.13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５８２７號函 
內政部函為有關該部以九十

二年十一月三日內授中辦字

第○九二○○一七九九二號

函核准辦理「地政士專業訓

練」之「臺北縣土地登記代理

人職業工會」名稱變更為「臺

北縣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

工會」 

93 9 4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24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８８４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9.20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１３２５４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土地登記申

請書及契約書權利人之簽章

可否以套印方式辦理乙案 

93 9 4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2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８７３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9.22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１３２６９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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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十七次）會議

紀錄 

93 10 1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1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８６４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函為有關該部以九十

二年六月二十三日內授中辦

地字第○九二○○○九六五

二號函核准辦理「地政士專業

訓練」之「花蓮縣土地登記代

理人職業工會」名稱變更為

「花蓮縣地政業務從業人員

職業工會」 

93 10 1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5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９６３４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9.29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１３８７５號函 

有關臺北市士林地政事務所

建議統一各所受理民眾申請

代理人收件明細表作業方式

乙案 

93 10 1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8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８６００００

號函 

修正「臺北市政府地政處所屬

各地政事務所辦理跨所登記

實施要點」第三點、格式一、

格式六及「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所屬各地政事務所跨所收件

實施要點」附件 

93 10 1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11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８４１３０

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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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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十八次）會議

紀錄 

93 10 3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15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９９０００

０號函 

內政部函修正「辦理法院囑託

土地界址鑑定作業程序及鑑

定書圖格式」之「法院囑託鑑

測案件法官現場囑託事項紀

錄表」、「土地複丈成果圖」、

「鑑定圖」及「鑑定書格式參

考例」 

93 10 3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18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０８６３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0.14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３００６８０７８號函 

內政部函停止適用「土地登記

案件補正及駁回作業補充規

定」 

93 10 4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22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１６２２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0.18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３０７２５８６０１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申請人檢附

外國機關核發之身分證明文

件申辦土地登記案件時，一併

檢附之中文譯本是否需經由

駐外館處或我國公證人認證

疑義乙案 

93 11 2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5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２５３０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11.02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３００１５２０４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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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十九次）會議

紀錄 

93 11 2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２３１７００

號函 

內政部函為配合行政院規劃

公文書橫式書寫之推動，修正

「辦理圖解法土地界址鑑定

作業注意事項」附表「土地界

址鑑定作業紀錄表」之核章欄

位改為「由左而右，由上而下」 

93 11 2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15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４０５９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1.12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３００７１０６４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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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二十次）會議

紀錄 

93 11 2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18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３１８４０

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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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修正「土地登記案件

補正駁回用語範例」部分內容

及更正該部九十三年十月十

八日內授中辦地字第０９３

０７２５８６０２號函送附

件格式及內容乙案 

93 11 2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24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４１９０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1.17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３０７２５８８５號函 

內政部土地測量局函修正「內

政部土地測量局土地段籍資

料管理供應作業要點」第四點

之附表一及第五點之附表二 

93 11 3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25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５１４７０

０號函 
內政部土地測量局 93.11.22 測圖

字第０９３００１４５４８號函 
修正「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受

理通信申請土地登記實施要

點」第二點、第三點及第四點 

93 12 3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6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５００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土地測量局修正「內政

部土地測量局地籍圖料使用

申請單」 

93 12 4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６３５８００

號函 
內政部土地測量局 93.12.1 測圖字

第０９３００１４８８９號函 
內政部函修訂「土地登記申請

書」、「登記清冊」及「土地建

築改良物買賣所有權移轉契

約書」等格式，自九十四年一

月二日起生效 

93 12 4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14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６０４４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2.6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６５１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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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三年第二十一次）會

議紀錄 

93 12 6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20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５６８６０

０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地政士參加

地政事務所舉辦之「志工特殊

訓練」或志願服務之證明文

件，得否折算其專業訓練時數

疑義乙案 

93 12 7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22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６３９６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2.10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３００１６９９３號函 
修正本處七十五年五月二十

二日北市地一字第二一七一

七號函訂定之「建築改良物標

示清冊」及「滅失書狀清冊」 

93 12 7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24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６９６５０

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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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用法令 
    1.耕地租用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釋關於耕地三七五

租約期滿出、承租人均未提出

申請收回自耕或續訂租約，經

鄉（鎮、市、區）公所逕為註

銷租約登記後有關土地登記

標示部註記文字之處理事宜 

93 1 49 臺北市政府 93.1.2 府地三字第０

９２２８６７２０００號函 
內政部 92.12.26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２００７１９４１號函 

內政部函示關於耕地三七五

減租條例第十六條第一項及

第二項規定之執行方式乙案 

93 3 30 臺北市政府 93.3.15 府地三字第０

９３０９０４４４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3.10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６１４０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耕地三七五

減租條例第十八條之適用事

宜乙案 

93 5 3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4 北市地

三字第０９３３１４２７３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4.28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０９６０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屏東縣政府

建議各鄉（鎮、市、區）公

所辦理耕地三七五租約登記

相關事項，得否徵收規費乙

案 

93 6 25 臺北市政府 93.6.17 府地三字第０

９３１４４２０４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6.15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９８５５號函 

內政部函釋關於耕地三七五

租約清理要點第七點第二項

是否違反行政程序法乙案 

93 9 4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6 北市地

三字第０９３３２６８３２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9.1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４７４０號函 
關於臺北市政府建議修正內

政部九十三年三月十日台內

地字第○九三○○六六一四

○號函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

例第十六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之執行方式乙案 

93 9 48 臺北市政府 93.9.21 府地三字第０

９３２１７６６４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9.16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２１１１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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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釋有關財政部國有

財產局經管之國有耕地，委託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代管而

依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辦

理放租者，請該局自行轉知該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辦理 

93 12 80 臺北市政府 93.12.3 府地三字第０

９３２５７２６５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11.29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３００１６３１７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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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土地利用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有關都市計畫法第

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四款之

申請變更認定程序，依該部九

十三年一月七日內授營都字

第○九二○○九一一一一號

函送會議紀錄結論（一）辦理 

93 2 1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2.23 北市地

五字第０９３３０６８５９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2.16 府都二字第０

９３０２５７８１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1.29 台內營字第０９３

００８１７３５號函 
內政部九十三年四月十五日

召開研商「監察院為調查都

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業經政

府協議價購，但土地仍登記

為私有土地，是否仍屬公共

設施保留地」會議紀錄 

93 6 27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6.9 北市地

四字第０９３３１６８３４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5.28 府都綜字第０

９３１３９４８３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5.17 台內營字第０９３

００８４１５７２號函 
內政部九十三年十二月六日

召開研商「都市計畫公共設施

保留地認定相關事宜」會議紀

錄 

93 12 80 內政部 93.12.14 台內營字第０９

３００８８２１２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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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使用限制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經濟部、內政部會銜發布有關

河川及區域排水流經都市計

畫區之使用分區劃定原則 

93 1 5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9 北市地

四字第０９３３０４２８８００

號函 
經濟部 92.12.26 經水字第０９２

０２６１６１４０號函 
內政部 92.12.26 台內營字第０９

２００９１５６８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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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其他有關法令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釋有關公產管理機

關依都市計畫私有公共設施

保留地與公有非公用土地交

換辦法，提供可交換之公有土

地，於辦理公告前是否得撤回

交還公產管理機關依規定處

理疑義乙案 

93 7 61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93.7.5 北

市都綜字第０９３３２６１６７

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6.24 內授營都字第０９

３０００８０８９號函 

內政部函釋關於「都市計畫私

有公共設施保留地與公有非

公用土地交換辦法」公告交換

之標的包含市有及國有土

地，應如何依該辦法第五條規

定辦理乙案 

93 8 52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93.8.19 北

市都綜字第０９３３３３７６８

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8.11 內授營都字第０９

３００８５７４０號函 

內政部函釋關於本市大同區

大稻埕歷史風貌特定專用區

之歷史街區建築物，其容積移

轉計算公式得適用都市計畫

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九條第

三項規定 

93 10 44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93.9.29 北

市都新字第０９３３３４９１１

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9.15 台內營字第０９３

００１０４１７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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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 劃 法 令  
 
 
 
 
 
 
 
 
 
 
 
 
 
 
 
 
 
 
 
 
 

 



 

 
 
 
 
 
 
 
 
 
 
 
 
 
 
 
 
 
 
 
 
 
 
 
 
 
 
 
 
 
 
 
 
 
 
 
 
 
 
 
 
 
 
 
 
 
 

 



 

 （五）重劃法令 
    2.市地重劃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修正「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市地

重劃及區段徵收工程督導查

核要點」 

93 3 3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4 北市地

五字第０９３３０８３８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自辦市地重

劃後之市場用地，如經都市計

畫變更為機關用地，使用機關

可否無償撥用該筆土地乙案 

93 3 4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12 北市地

重字第０９３３０２０１７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3.1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１７４２號函 
內政部函釋同一自辦市地重

劃區有二個以上籌備會時，如

其中一個籌備會業已申請核

定重劃計畫書者，縣市主管機

關應否同時解散其他之籌備

會乙案 

93 4 9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4.14 北市地

重字第０９３３０２０２８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4.7 內授中辦字第０９

３０００５１５４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公、自辦市地

重劃區範圍內公園用地於取

得用地同時，其地上公共設施

應否一併施作乙案 

93 5 4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12 北市地

重字第０９３３１４６４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5.6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６４７３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自辦市地重

劃抵費地移轉登記時機乙案 
93 5 4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19 北市地

重字第０９３３０２０４７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5.11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４７５２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公、自辦市地

重劃區範圍內公園用地於取

得用地同時，其地上公共設施

應否一併施作乙案 

93 7 6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8 北市地

重字第０９３３２０１５４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2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９２６１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高雄縣政府

建議內政部重新檢討台灣省

政府地政處訂定之「自辦市地

重劃區重劃作業費編列標準

表」乙案 

93 7 6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8 北市地

重字第０９３３０２０７０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20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５５１７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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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釋信託土地參與市

地重劃時，得否以原登記名義

所有權人（即委託人）計列同

意參加重劃之人數乙案 

93 10 4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15 北市

地重字第０９３３０２１００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0.12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３００１３８５２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共有人依土

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二規定辦

理不動產糾紛調處結果據以

申辦共有物分割登記，於未繳

清市地重劃差額地價前，得否

辦理共有物分割登記乙案 

93 12 8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22 北市

地重字第０９３３０２１２０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2.8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１６１５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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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地 價 及 土 地 稅

法 令  
 
 
 
 
 
 
 
 
 
 
 
 
 
 
 
 
 
 
 
 

 



 

 
 
 
 
 
 
 
 
 
 
 
 
 
 
 
 
 
 
 
 
 
 
 
 
 
 
 
 
 
 
 
 
 
 
 
 
 
 
 
 
 
 
 
 
 
 

 



 

 （六）地價及土地稅法令 
    1.規定地價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釋關於公共設施保

留地地價區段，依都市計畫圖

套繪之範圍因逕為分割，致毗

鄰之非公共設施保留地區段

界線長度產生變動，其公共設

施保留地區段地價得否查明

逕行公告更正乙案 

93 2 1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2.3 北市地

二字第０９３３０５２１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1.29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０２８３０號函 

臺北市政府七十九年十二月

十九日府地二字第七九○七

五五六八號函訂頒之「土地合

併改算地價原則補充規定」自

即日起修正為「臺北市土地合

併改算地價原則補充規定」 

93 2 19 臺北市政府 93.2.13 府地二字第０

９３０４９１２２００號函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七十一年

三月二十六日北市地二字第

○九九一七號函訂頒之「土地

合併、重測、重劃或工業區開

發等業務分算地價原則」自即

日起停止適用 

93 2 2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2.17 北市地

二字第０９３３０６４７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區段徵收範

圍內土地地籍整理完竣前之

土地公告地價及公告土地現

值評定，執行上滋生疑義乙案 

93 6 29 內政部 93.6.4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９７７１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年度現值評

議之區段地價未符地價調查

估計規則第二十二條地價尾

數計算規定時，應如何辦理

更正乙案 

93 6 30 內政部 93.6.9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０８７８５號函 

內政部令訂定「都市更新權

利變換地價改算作業原則」 
93 6 3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6.25 北市地

二字第０９３３１９２９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6.18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７２８９８號令 
停止適用「臺北市重新規定地

價有關公告、申報、審核工作

注意事項」 

93 7 6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30 北市地

二字第０９３３２２９８４００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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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釋關於「地價及標準

地價評議委員會組織規程」修

正發布後，部分委員任期尚未

屆滿，如何辦理增聘作業疑義

乙案 

93 8 5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8.17 北市地

二字第０９３３２５１４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8.12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１１５２４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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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照價徵稅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令訂定「平均地權條例

第二十二條有關依法限制建

築、依法不能建築之界定作業

原則」 

93 4 9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4.15 北市地

二字第０９３３１２３１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4.12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９４５０號令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令修正「查

編與農業經營不可分離土地

作業要點」 

93 5 4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12 北市地

三字第０９３３１４６２５００

號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93.4.30 農授糧

字第０９３１０７０３９８號令 
內政部函釋關於臺灣金融資

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依「公正

第三人認可及其公開拍賣程

序辦法」，辦理金融機關合併

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之不動產拍賣，有關其稅款

查欠作業及土地移轉現值之

審核乙案 

93 7 6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1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１６８０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16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９２９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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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漲價歸公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財政部令釋有關土地稅法第

二十八條之二修正條文關於

配偶相互贈與土地得申請不

課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乙案 

93 2 2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2.1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６４８３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2.5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０２４６號函 
財政部 93.1.30 台財稅字第０９３

０４５０１３１號令 
內政部令修正「平均地權條例

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補充規定」

為「平均地權條例第四十二條

第四項補充規定」 

93 3 4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26 北市地

二字第０９３３１０４４０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3.24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０６２５號令 
內政部函釋有關分別共有公

共設施保留地與分別共有一

般土地（配偶贈與）辦理共有

物分割之標的，有屬「配偶相

互贈與，不課徵土地增值稅」

適用土地稅法第二十八條之

二規定之土地，其分割後土地

原地價之計算乙案 

93 7 7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30 北市地

二字第０９３３２３０８３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27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１１０７０號函 

內政部函轉財政部九十三年

八月十一日台財稅字第○九

三○四五三九七三○號令乙

案 

93 8 5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8.1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５１６０００

號函 
財政部 93.8.11 台財稅字第０９３

０４５３９７３０號令 
財政部令停止適用該部七十

九年十月五日台財稅第七九

○三三六八○一號函 

93 9 4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9 北市地

二字第０９３３２７４０１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9.2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１２８３７號函 
財政部 93.8.27 台財稅字第０９３

００４０８５４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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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釋關於納入遺產總

額之夫妻贈與財產，地政機關

得否逕依財政部八十七年九

月十七日台財稅字第八七○

六六三○四八號函釋，將贈與

財產之前次移轉現值釐正為

繼承時之公告土地現值乙案 

93 9 5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22 北市地

二字第０９３３２８５５３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9.16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１３０９１號函 

財政部函釋有關土地所有權

人以其土地申請本府徵收，並

以徵收價款申購本府取得之

不動產，或以其土地與市有土

地交換，地主應否負擔土地增

值稅乙案 

93 10 4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14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０５３００

０號函 
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93.10.12
北市捷聯字第０９３３２７３０

５００號函 
財政部 93.8.30 台財稅字第０９３

０４５４４１９０號函 
內政部函釋關於區段徵收土

地於辦竣地籍整理後，其中公

有土地之前次移轉現值應如

何登載乙案 

93 10 47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18 北市

地二字第０９３３３１１２４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0.14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３００１４４５２號函 
內政部函釋關於平均地權條

例第四十五條暨土地稅法第

三十九條之二修正施行後，作

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嗣經辦

理合併、分割登記，地政機關

並依法改算各宗土地地價，應

如何計算各宗土地於該法修

正施行日當期（即八十八年七

月一日）公告土地現值乙案 

93 10 47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22 北市

地二字第０９３３３１６６５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0.20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３００１４６５０號函 

財政部令釋有關企業及金融

機構依企業併購法、金融機構

合併法及金融控股公司法等

相關規定記存土地增值稅或

免徵土地增值稅案件，其土地

申報移轉現值之審核標準乙

案 

93 11 3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1 北市地

二字第０９３３３２２４７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10.27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３００１５０５４號函 
財政部 93.10.19 台財稅字第０９

３０４５５１９７０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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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釋有關納稅義務人

利用應稅土地與免稅土地辦

理共有物分割，墊高應稅土地

前次移轉現值，俟再申報移轉

該應稅土地時，被稅捐稽徵機

關採實質課稅原則以共有土

地分割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

次移轉現值為原地價，計算漲

價總數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時，地政機關應如何配合處理

乙案 

93 12 8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8 北市地

二字第０９３３３６３５６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12.3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７４９８７號函 
財政部 93.8.11 台財稅字第０９３

０４５３９７３０號令 
財政部 93.9.15 台財稅字第０９３

０４５４４３９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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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其他有關法令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財政部函為政府各部門於推

動各項建設或執行其他公務

時，對於關乎人民權益且涉及

租稅課徵之事項，應注意課稅

之相關規定 

93 2 2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2.12 北市地

四字第０９３３０６２１１００

號函 
財政部 93.1.27 台財稅字第０９２

０４５７１７２號函 
內政部令修正「辦理更正公告

地價公告土地現值作業注意

事項」第二點、第三點條文 

93 3 4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17 北市地

二字第０９３３０９５４９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3.15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７２１１６號令 
內政部函為配合公文書橫式

書寫推動方案，修正「不動產

估價師證書」及「不動產估價

師開業證書」格式 

93 9 5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14 北市地

二字第０９３３２２７４９２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9.9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７０５４３號令 
內政部令修正「辦理不動產估

價師專業訓練機關（構）學校

團體及專業訓練或與其相當

之證明文件認可辦法」第十一

條條文 

93 10 4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21 北市

地二字第０９３３３１５０５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0.18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３００６５１３５號令 
行政院函釋有關本市實施平

均地權基金現金未分配盈餘

能否一體適用該院八十六年

七月十四日台內字第二八三

五五號函示原則，經由預算程

序解繳公庫乙案 

93 10 5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22 北市

地五字第０９３３３１７２９０

０號函 
行政院 93.10.20 院授主孝二字第

０９３０００６５８４號 
行政院 86.7.14 台八十六內２８３

５５號函 
修正「臺北市實施平均地權基

金設置管理及收支保管辦法」

為「臺北市實施平均地權基金

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例」 

93 12 8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1 北市地

五字第０９３３３４８６４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11.26 府法三字第

０９３２２７９２７００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11.26 府法一字第

０９３２５３５３４０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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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徵 收 法 令  
 
 
 
 
 
 
 
 
 
 
 
 
 
 
 
 
 
 
 
 
 

 



 

 
 
 
 
 
 
 
 
 
 
 
 
 
 
 
 
 
 
 
 
 
 
 
 
 
 
 
 
 
 
 
 
 
 
 
 
 
 
 
 
 
 
 
 
 

 



 

（七）徵收法令 
    1.徵收程序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令修正「申請土地徵收

注意事項」貳、五、肆、四及

伍、四條文 

93 1 51 臺北市政府 93.1.8 府地四字第０

９２２８６７６１００號函 
內政部 92.12.25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２００７１６１４號令 
內政部函釋有關申請土地或

土地改良物徵收，涉及農業用

地、給予權利人陳述意見通知

之公示送達及辦理協議價購

等事項乙案 

93 3 46 臺北市政府 93.3.30 府地四字第０

９３０９５０５１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3.25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０６３５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以協議價購

方式取得之土地應否依土地

徵收條例第八條規定辦理一

併徵收乙案 

93 4 100 臺北市政府 93.4.12 府地四字第０

９３０９７８３８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4.8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０５５４３號函 
內政函釋有關申請土地或土

地改良物徵收作業應審慎確

實，以減少作業錯誤而辦理撤

銷徵收乙案 

93 5 46 臺北市政府 93.5.11 府地四字第０

９３１３７０４２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5.6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３６２５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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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徵收補償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臺北市政府廢止「徵收土地各

項補償費及補助款領款須知」 
93 1 71 臺北市政府 93.1.28 府地四字第０

９３０４８９５３０１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1.28 府地四字第０

９３０４８９５３００號令 
內政部函釋有關被徵收土地

上設定有地役權，其徵收補償

費之領取疑義乙案 

93 2 24 臺北市政府 93.2.12 府地四字第０

９３０２７１９１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2.9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０２９７２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依土地徵收未受領

補償費保管辦法規定就存入

保管專戶後應即以雙掛號通

知應受補償人，該雙掛號通知

所需之郵資是否可從存入專

戶之補償費中扣繳疑義乙案 

93 3 47 臺北市政府 93.3.15 府地四字第０

９３０９０４８５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3.10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０４６８３號函 

內政部函示關於宜蘭縣政府

於「第七次全國地方財政聯繫

會議」所提第七案之決議事項 

93 7 71 臺北市政府 93.7.13 府地四字第０

９３１４８２７１００號函 
內政部 93.7.7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１００９８１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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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區段徵收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釋有關本市士林官

邸附近地區區段徵收案內抵

押權人申請代位登記疑義乙

案 

93 3 4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4 北市地

五字第０９３３０８３４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2.26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２６００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2.18 府地五字第０

９３０２７４０８００號函 
修正「臺北市政府地政處標售

區段徵收土地作業程序」及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標售區

段徵收土地投標須知」 

93 7 7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6 北市地

五字第０９３３２１６６７００

號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釋示有關

都市計畫農業區採區段徵收

變更為住宅區，是否須繳交農

業用地變更回饋金乙案 

93 8 54 臺北市政府建設局 93.8.18 北市建

三字第０９３３３０５５６００

號函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93.8.9 農企字

第０９３０１３６９７９號函 
訂定「臺北市士林官邸北側地

區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畫」 
93 9 5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9.8 府地五

字第０９３１９１７１２００號

函 
訂定「臺北市南港車站特定專

用區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畫」 
93 9 55 臺北市政府 93.9.22 府地五字第０

９３１９１７９９０１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9.22 府地五字第０

９３１９１７９９００號公告 
本府修正「臺北市士林官邸北

側地區區段徵收拆遷安置計

畫」 

93 11 39 臺北市政府 93.11.4 府地五字第０

９３２３０２４００１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11.4 府地五字第０

９３２３０２４０００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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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地 政 資 訊 相 關

法 令  
 
 
 
 
 
 
 
 
 
 
 
 
 
 
 
 
 
 
 
 

 



 

 
 
 
 
 
 
 
 
 
 
 
 
 
 
 
 
 
 
 
 
 
 
 
 
 
 
 
 
 
 
 
 
 
 
 
 
 
 
 
 
 
 
 
 
 
 

 



 

 （八）地政資訊相關法令 
    5.安全維護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檢送九十三年度「土地

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

系統」（簡稱地政整合系統）

軟體維護及諮詢服務案作業

流程說明 

93 4 10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4.2 北市地

資字第０９３３１１０８６００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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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資料通訊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戶役政為民服務公用資料

庫」增列「編釘類別」之檢索

功能 

93 10 5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4 北市地

二字第０９３３２９２９６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9.29 府民四字第０

９３０４７７３９０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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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地籍資訊法令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內政部函訂定地籍總歸戶資

料申請書 
93 6 3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6.14 北市地

資字第０９３３１８１１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函修正登記原因標準

用語「次序讓與」之意義 
93 6 35 內政部 93.6.28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７４３８１號函 
為使各地政事務所對外提供

民眾查詢閱覽全國地籍總歸

戶資料作業一致性，有關地籍

總歸戶資料提供方式乙案 

93 7 90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7 北市地

資字第０９３３２０３６５００

號函 

內政部函釋關於地政機關如

何提供土地登記及地價資料

乙案 

93 11 4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22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４６１６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1.18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３００７４８４０號函 
內政部函修正「土地登記複丈

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規範」

第一百六十七頁至第一百七

十二頁有關土地、建物登記謄

本格式，並自九十四年一月一

日起施行 

93 12 9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16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６３１７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2.8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７２６５１５號函 

內政部函修正「土地登記複丈

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規範」

第十章第三點及「登記案件補

正通知書（表 9-116）」、「登記

案件駁回通知書（表 9-117）」 

93 12 10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21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１３００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0.18 內授中辦地字第

０９３０７２５８６０２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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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其 他 法 令  
 
 
 
 
 
 
 
 
 
 
 
 
 
 
 
 
 

 



 

 
 
 
 
 
 
 
 
 
 
 
 
 
 
 
 
 
 
 
 
 
 
 
 
 
 
 
 
 
 
 
 
 
 
 
 
 
 

 



 

五、其他法令 

 （一）一般法規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行政院修正「全國法規電腦處

理作業規範」第貳點、第柒點 
93 1 7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２３３６５２０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 92.12.24 府法秘字第

０９２２８５４９１００號函 
行政院 92.12.19 院臺規字第０９

２００６５４４０號函 
臺北市政府修訂「臺北市接受

人民捐贈土地獎勵要點」 
93 3 5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3.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７６１４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2.24 府財四字第０

９３０４２２９２００號函 
臺北市政府訂定「臺北市政府

各關業務權限委託區公所執

行作業要點」 

93 5 4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14 北市地

三字第０９３３１４７８７００

號函 
總統令修正民防法第五條及

第二十四條條文 
93 5 4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5.20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５６３７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5.18 府警防字第０

９３１３７９２２００號函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令修

正「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

之重大公共建設範圍」中部分

公共建設之定義、「勞工福利

設施」及「重大工業設施」之

重大公共建設範圍 

93 5 50 臺北市政府財政局 93.5.5 北市財

三字第０９３３１２５５６００

號函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3.4.28 工

程技字第０９３００１５９２１

３號函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3.4.28 工

程技字第０９３００１５９１９

０號令 
臺北市政府修訂「臺北市政府

各機關學校受理市有不動產

占用人申請分期攤繳使用補

償金處理原則 

93 5 55 臺北市政府 93.5.6 府財四字第０

９３１０５３３４０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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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管理局修正「檔案閱覽抄

錄複製收費標準」 
93 6 35 臺北市政府 93.6.23 府秘二字第０

９３１４５０４７００號函 
檔案管理局 93.6.16 檔應字第０９

３０００４６５８１號令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修正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

之重大公共建設範圍」社會福

利設施規定 

93 7 91 臺北市政府財政局 93.7.12 北市財

三字第０９３３１８７８０００

號函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3.7.7 工

程技字第０９３００２５６０２

３號函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3.7.7 工

程技字第０９３００２５５９８

０號令 
臺北市政府訂定「臺北市人權

保障及促進方案」 
93 7 9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1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０６９９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函修正「臺北市人

權保障及促進方案」第二點 
93 7 9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3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２１１０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訂頒「臺北市政府

各機關執行行政法規影響評

估參考規範」，自九十三年九

月一日起實施 

93 8 5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8.26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５５７０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8.19 府法秘字第０

９３２１２０７９００號函 
行政院令廢止「臺灣地區土地

房屋強制執行聯繫辦法」，另

訂定「臺灣地區土地房屋強制

執行聯繫要點」 

93 11 4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12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３１７１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1.9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１５５１２號函 
行政院 93.11.29 院臺財字第０９

３００５０５９７C 號函 
內政部令廢止「地圖審查費收

費基準」 
93 11 4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12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４０２９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1.9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８３２２號令 
內政部令廢止「內政部獎勵編

印優良地圖辦理要點」 
93 11 48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12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４０３０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1.09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３００６８３２３號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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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令廢止「地圖編製須

知」 
93 11 4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12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４０３１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1.09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３００６８３２４號令 
內政部令廢止「編印大陸地區

地圖注意事項」 
93 11 4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12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４０３２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1.09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３００６８３２５號令 
臺北市政府函修正「臺北市市

定古蹟指定暨歷史建築登錄

作業要點」 

93 12 11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29 府文

化二字第０９３０４４６０２０

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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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般行政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臺北市政府函有關國家賠償

法第八條有關時效之適用乙

案 

93 1 74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8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３１９５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1.5 府賠秘字第０

９２２９１１０７００號函 
臺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九十

三年一月十三日研商訂定臺

北市政府行政法規影響評估

要點會議紀錄 

93 1 7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27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４５６２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93.1.16 北

市法秘字第０９３３００６２９

００號函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函為關於

行政機關為保全公法上金錢

給付債權，得代表國家行使代

位權、詐害行為撤銷權之相關

學者及實務之法理論據 

93 2 2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2.4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０５４８２００

號函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 93.1.14 行執一

字第０９３６００００３４號函 
臺北市政府函為落實國家賠

償法制，機關受理人民申請國

家賠償案件，如請求權人依國

家賠償法第十一條第一項前

段之規定向法院提起損害賠

償之訴時，務請將請求權人之

起訴狀及歷審之判決書影

本，函報本府法規委員會彙辦 

94 4 10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4.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１０９７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3.31 府賠秘字第０

９３０３３３３５００號函 

行政院函停止適用該院七十

二年一月二十五日台七十二

法字第一六○七號函釋，並自

即日生效 

94 4 10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4.15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１２２１２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4.12 府賠三字第０

９３０９７４８９００號函 
行政院 93.4.6 院臺法字第０９３

００１０９９７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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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釋

有關機關辦理民間參與公共

建設計畫之法規適用原則 

93 6 38 臺北市政府財政局 93.6.28 北市財

三字第０９３３１７１２１００

號函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3.6.16 工

程技字第０９３００２３４６４

０號函 
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2.2.7 工

程企字第０９２０００５０４５

０號函 
內政部函釋有關戶政事務所

核發印鑑證明之當事人為「受

禁治產宣告者」之註記方式 

93 7 9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8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０２４７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民政局 93.7.2 北市民

四字第０９３３１９０６７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6.28 台內戶字第０９３

００７２９７４號函 
司法院秘書長轉請各法院參

考發給之已起訴或訴訟終結

證明文件之格式並於發給上

開證明時應一併敘明發給之

法令依據乙案 

93 7 95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19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１３４８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12 內授中辦地字第０

９３０００９８５９號函 
內政部函為配合行政院公文

書直式橫書推動方案，修正

「內政部獎勵編印優良地圖

評分參考表」等附表改為直式

橫書格式 

93 7 96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2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２１４２００

號函 
內政部 93.7.20 台內地字第０９３

００６１６２０號函 
法務部函停止適用七十二年

一月七日法七十二律字第○

一五八號函及七十九年十一

月二十八日法七十九律字第

一八九八九號函釋有關國家

賠償法有無保險法第五十三

條規定之適用疑義 

93 7 9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7.28 北市地

一字第０９３３２２４４０００

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7.23 府法秘字第０

９３１８０４３１００號函 
法務部 93.7.19 法律字第０９３０

７００３４２號函 
行政院函修正「中央行政機關

法制作業應注意事項」 
93 10 5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0.29 北市

地秘字第０９３３３１９９７０

０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10.27 府法秘字第

０９３２２４７６４００號函 
行政院 93.10.22 院臺規字第０９

３００８４８５８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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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停止適用該部六十

二年五月三日台（六二）內地

字第五二一九三七號函等二

十五個解釋函令 

93 11 49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12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４０２８０

０號函 
內政部 93.11.09 台內地字第０９

３００６８３２２１號函 
本府法規委員會函示有關各

機關自九十四年一月一日起

請該會審議各項法規草案作

業格式，法規草案（條文對照

表）部分採橫式橫書格式，草

案總說明及影響評估報告書

部分採直式橫書格式 

93 11 51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19 北市

地秘字第０９３３３４１３６０

０號函 
臺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93.11.18
北市法秘字第０９３３１６８６

０００號函 

本府函示各機關於民眾申辦

案件應備證件之規定，請明確

標註民眾所持印鑑證明之期

限乙案 

93 11 5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25 北市

地一字第０９３３３４１５００

０號函 
臺北市政府 93.11.18 府民四字第

０９３２５０９４９００號函 
法務部為配合「公文書橫式書

寫推動方案」，依國家賠償法

及其施行細則相關規定重新

製作有關書類格式 

93 11 53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3.11.29 北市

地秘字第０９３３３４８３３０

０號函 
臺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93.11.26
北市賠秘字第０９３３１７３９

６００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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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判決要旨 

 （一）最高法院判決要旨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臺灣高等法院九十二年度上

更（一）字第二二號判決（租

佃爭議事件） 

93 7 101 參考法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

第十七條、第二十六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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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行政法院判決要旨 
    1.最高行政法院判決要旨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二年度判

字第一七七八號判決（徵收補

償事件） 

93 1 76 參考法條：土地徵收條例第三十

條；土地徵收條例施

行細則第三十條、第

三十一條；都市計畫

法第四十九條；平均

地權條例第十條、第

四十六條；平均地權

條例施行細則第六

條、第七條、第六十

三條；地價調查估計

規則第二十一條、第

二十三條第一項；台

北市繁榮街道路線價

區段宗地單位地價計

算原則第三、四點；

司法院釋字第五一六

號解釋 
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三年度判

字第二二○號判決（土地及建

物徵收事件） 

93 3 55 參考法條：土地法第二百十五條 

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三年度判

字第二五一號判決（徵收補償

事件） 

93 3 60 參考法條：實施耕者有其田條例

第一條；土地法第二

百三十五條；實施耕

者有其田條例臺灣省

施行細則第四十五條

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三年度裁

字第六五一號裁定（土地徵

收事件） 

93 6 39 參考法條：訴願法第三條第一項

；行政程序法第九十

二條第一項；土地徵

收條例第八條第一項

第一款、第十四條、

第二條；土地徵收條

例施行細則第七條前

段 
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三年度判

字第一三三六號判決（土地登

記事務事件） 

93 11 75 參考法條：土地法第三十七條第

二項；土地登記規則

第三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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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三年度判

字第一四○○號判決（返還公

法上不當得利事件） 

93 11 80 參考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

四十二條第一項；行

政程序法第一百二十

七條 
最高行政法院九十三年度判

字第一二八一號判決（地上權

登記事件） 

93 12 117 參考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十二

條、第十八條、第二

十六條第一項、第一

百二十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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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等行政法院判決要旨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一年

度訴字第四○四三號判決（地

上權登記事件） 

93 1 83 參考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五十

條、第五十一條第一

項第四款、第一百十

四條第一項；最高法

院六十四年度台上字

第二五五二號判例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二年

度訴字第四四四一號判決（規

費事務事件） 

93 2 27 參考法條：訴願法第一條第一項、

第三條第一項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一年

度訴字第四七八一號判決（抵

押權事件） 

93 3 64 參考法條：土地法第三十七條；

土地登記規則第九十

四條；行政院七十二

年四月十一日台七十

二內字第六二四二號

函釋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二年

度訴字第八四七號判決（土地

登記事務事件） 

93 3 73 參考法條：土地法第六十九條；

土地登記規則第十二

條、第一百三十二

條；最高行政法院四

十八年度判字第七二

號判例、八十五年度

判字第三三九號判決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二年

度簡字第八八八號判決（規費

事務事件） 

93 4 110 參考法條：行政訴訟法第二百二

十九條第一項；司法

院釋字第三六七號、

第三九○號、第四四

三號、第四五四號、

第四七九號、第五四

七號、第五四六號解

釋；土地登記規則第

五十一條第一項第二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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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二年

度訴字第三六二一號判決

（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事

件） 

93 6 42 參考法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

例第三條、第四條第

一款、第四款及第五

款、第五條第一項前

段、第七條、第三十

二條第一項、第三十

六條；內政部八十九

年九月十八日（八九）

內中地字第八九八○

四○九號函釋、九十

年四月九日（九十）

內中地字第九○八一

四○九號函釋；臺北

市政府地政處處理違

反不動產經紀業管理

條例事件統一裁罰基

準二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三年

度訴字第六七六號裁定（土

地徵收事件） 

93 6 48 參考法條：行政訴訟法第四條第

一項；土地徵收條例

第十七條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二年

度訴字第一八三三號判決（徵

收補償事件） 

93 7 109 參考法條：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七

條；土地徵收法令補

充規定第十一點第

一款；行政程序法第

三十六條；內政部臺

內地字第二四九○

四二號函釋 
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三年

度訴字第八四○號判決（不動

產經紀業管理條例事件） 

93 10 57 參考法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

例第二十一條、第二

十二條、第二十三

條、第二十四條、第

三十一條、第三十三

條；行政訴訟法第四

條第一項；行政法院

四十四年判字第十八

號、五十九年度判字

第二四五號、六十二

年裁字第四十一號判

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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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高等行政法院九十二年

度訴字第五五一五號判決（土

地徵收補償事件） 

93 11 83 參考法條：行政訴訟法第一百零

七條第一項；行政法

院五十三年判字第二

三○號、六十一年度

裁判字第四十一號判

例；土地法第七十二

條、第七十三條；土

地法施行法第五十六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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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 他 參 考 資 料  
 
 
 
 
 
 
 
 
 
 
 
 
 
 
 
 
 

 



 

 
 
 
 
 
 
 
 
 
 
 
 
 
 
 
 
 
 
 
 
 
 
 
 
 
 
 
 
 
 
 
 
 
 
 
 
 
 

 



 

七、其他參考資料 

 （三）內政部訴願決定書 
刊登法令月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台內訴字第○九三○○○二

五七二號訴願決定書（違反地

政士法事件） 

93 3 78 參考法條：地政士法第七條、第

三十三條第一項、第

五十條第二款、第五

十三條第一項；內政

部九十一年九月二日

台內中地字第○九一

○○一三二五五－一

號令、內政部九十二

年三月二十四日內授

中辦地字第○九二○

○八一五七九號函 
台內訴字第○九二○○○八

五○二號訴願決定書（違反地

政士法事件） 

93 3 81 參考法條：地政士法第七條、第

三十三條第一項、第

五十條第二款、第五

十三條第一項；內政

部九十一年九月二日

台內中地字第○九一

○○一三二五五－一

號令、內政部九十二

年三月二十四日內授

中辦地字第○九二○

○八一五七九號函 
台內訴字第○九二○○○八

九○○號訴願決定書（違反地

政士法事件） 

93 3 83 參考法條：地政士法第七條、第

三十三條第一項、第

五十條第二款、第五

十三條第一項；內政

部九十一年九月二十

三日台內中地字第○

九一○○一四○三○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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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內訴字第○九三○○○三

○七八號訴願決定書（違反地

政士法事件） 

93 4 115 參考法條：地政士法第七條、第

三十三條第一項、第

五十條第二款、第五

十三條第一項；內政

部九十一年九月二日

台內中地字第○九一

○○一三二五五－一

號令、內政部九十二

年三月二十四日內授

中辦地字第○九二○

○八一五七九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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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臺北市政府訴願決定書 
刊登法令月

報 公 文 名 稱 
年 月 頁

發 文 機 關 、 日 期 、 字 號

府訴字第○九二一五九一二

三○○號訴願決定書（請求退

還溢繳土地登記費事件） 

93 1 88 參考法條：土地法第七十二條；

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三

十一條；土地登記規

則第一百三十六條、

第一百四十一條第一

項、第一百四十二條

第一項；土地登記規

費及其罰鍰計徵補充

規定第三點；法務部

九十年三月二十二日

法令字第○○八六一

七號令釋；內政部九

十一年四月十二日臺

內中地字第○九一○

○○四七四○號函

釋；臺北市各地政事

務所受理申請退還土

地登記、測量規費注

意事項第三點、第七

點；行政法院八十八

年判字第六十九號判

決 
府訴字第○九三○四一一○

○○○號訴願決定書（違反不

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事件） 

93 1 93 參考法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

例第四條第四款、第

五條第一項、第七

條、第三十二條第一

項、第三十六條；內

政部八十九年九月十

八日臺內中地字第八

九八○四○九號函

釋、九十年八月三十

一日臺內中地字第九

○八三六二四號函

釋；臺北市政府地政

處處理違反不動產經

紀業管理條例事件統

一裁罰基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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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訴字第○九三○四一一四

二○○號訴願決定書（購屋爭

議事件） 

93 2 32 參考法條：訴願法第一條第一

項、第三條第一項、

第七十七條第八款；

行政法院四十四年度

判字第十八號判例、

五十三年度判字第二

三○號判例、六十二

年度裁字第四十一號

判例 
府訴字第○九三一七八○四

二○○號訴願決定書（違反不

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事件） 

93 7 119 參考法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

例第四條、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第二十九

條第一項第二款；不

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

施行細則第二十五

條；內政部九十年十

二月十四日臺內中地

字第九○八四○七二

號令 
府訴字第○九三一七八二三

四○○號訴願決定書（違反不

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事件） 

93 8 68 參考法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

例第四條、第五條第

一項、第七條、第三

十二條第一項、第三

十六條；內政部八十

九年九月十八日臺內

中地字第八九八○四

○九號函、九十年八

月三十一日臺（九十）

內中地字第九○八三

六二四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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