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5 年 12 月份地政法令月報目錄 
一、地政法規 

（一）基本法規（缺） 
（二）地權法規（缺） 

（三）地籍法規（缺） 

（四）地用法規（缺） 

（五）重劃法規（缺） 

（六）地價法規（缺） 

（七）徵收法規 

．內政部令修正發布「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 52 條條文乙案（95LAGZ01）
...................................................................................................................................... 1 

（八）資訊法規（缺） 
（九）其他有關法規（缺） 

二、地政分類法令 
（一）地政機關法令（缺） 
（二）地權法令 

．內政部函釋有關新加坡人民取得我國土地及建築物權利乙案（95LBBA02）
...................................................................................................................................... 5 

（三）地籍法令 
．有關本府都市發展局函「對於 2 種以上構成材料不同之建築物，於使用執

照附表建築物概要上標示各層之構成材料，俾利建築物所有權第一次測量

及登記作業」乙案，自即日起辦理（95LBCA03） ............................................... 7 
．內政部函復有關建物之「入口雨遮」以共用部分登記疑義乙案（95LBCA04） 

...................................................................................................................................... 8 
．內政部函釋關於寺廟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與該廟負責人為同一人，於寺廟

辦理登記時，其以贈與方式將土地及建物移轉至寺廟名下，應無民法第 106
條自己代理禁止之適用乙案（95LBCB05） ......................................................... 10 

．內政部函釋關於原曾於出售基地建築房屋之地上權人，嗣該建物於基地出

售時，業已拆除，該地上權人是否仍有土地法第 104 條優先購買權疑義乙

案（95LBCB06） ..................................................................................................... 11 
．內政部函復有關日據時期「無頭對」媳婦仔之身分轉換養女疑義乙案

（95LBCC07） ......................................................................................................... 12 
．內政部函復同意關於建議委託未取得申請標的之其他繼承人代理申辦分割

繼承登記案件，委託人及代理人於申請書備註欄內得免簽註切結未給付或

收取報酬之字樣乙案（95LBCC08） ..................................................................... 14 
．內政部函為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政府機關辦理地上權設定登記乙案

（95LBCD09） ......................................................................................................... 16 
．本府捷運工程局函為已依大眾捷運法第 19 條規定因捷運穿越範圍辦理地籍

逕為分割並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註明「捷運系統工程穿越地」之土地，勿



 2

辦理地籍合併作業，如已合併者，請回復原土地標示乙案（95LBCJ10） ...... 17 
．研商「建物所有權人申請核發原依規定僅需測繪建物位置圖之已登記建物

測量成果圖相關事宜」會議紀錄（95LBCN11） ................................................. 18 
．內政部函為關於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9 條規定之執行事宜乙案

（95LBCN12） ......................................................................................................... 22 
．內政部函為同意台北市仲介業職業工會辦理「不動產經紀人專業訓練」，實

施計畫書內增列教學場地乙案（95LBCQ13） ..................................................... 25 
．內政部函轉中華民國不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訂定「不動

產經紀業認證標章核發及管理須知」乙案（95LBCQ14） ................................. 26 
．內政部函為修正該部 90 年 10 月 12 日台（90）內中地字第 9083467 號令，

有關地政機關配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9 條規定之相關執行事宜乙案

（95LBCZ15）.......................................................................................................... 27 
．內政部函為舊式國民身分證訂於 96 年 1 月 1 日起停止使用，民眾申辦土地

及建築改良物登記，依規定應提出國民身分證（含影本）供登記機關查核

者，自該日起應請提出新式國民身分證乙案（95LBCZ16）.............................. 28 
．內政部函釋監督寺廟條例第 8 條業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73 號解釋宣告

違憲失效，有關地政機關受理寺廟處分不動產申請土地登記案件應如何據

以審查疑義乙案（95LBCZ17）.............................................................................. 29 
．內政部函為修正該部 69 年 5 月 9 日台（69）內民字第 9984 號函規定乙案

（95LBCZ18）.......................................................................................................... 29 
（四）地用法令（缺） 
（五）重劃法令 

．內政部函釋有關市地重劃區原為參與農地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提供之

原水路用地，依規定辦理抵充，是否僅限原參加農地重劃者可減輕共同負

擔乙案（95LBEA19） ............................................................................................. 30 
．內政部函釋關於都市計畫主要計畫審定附帶規定另擬細部計畫並以市地重

劃方式整體開發地區，於細部計畫審定發布實施前，可否核定自辦市地重

劃範圍乙案（95LBEB20）...................................................................................... 30 
（六）地價及土地稅法令 

．內政部令為修正有關「不動產估價師證書」、「不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不

動產估價師證書申請書」及「不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申請書」格式，並自

96 年 1 月 1 日生效乙案（95LBFZ21） ................................................................. 31 
（七）徵收法令 

．有關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領取辦法第 4 條第 1 項

執行疑義乙案（95LBGB22） ................................................................................. 40 
．內政部函釋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 51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有關區段徵

收範圍外之聯外道路用地徵收費用及其工程費用，得否納入區段徵收開發

總費用之原則乙案（95LBGD23） ......................................................................... 41 
．本處修正「臺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興辦公共工程價購私有土地作業注



 3

意事項」，並自即日起開始施行乙案（95LBGZ24） ........................................... 42 
（八）地政資訊相關法令 

．內政部函為修正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規範第 430 頁之「複

丈定期通知書（表 9-167）」，並自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1 日生效乙案

（95LBHZ25） ......................................................................................................... 48 
三、臺灣省地政法令（缺） 
四、高雄市地政法令（缺） 
五、其他法令（缺） 
六、判決要旨（缺） 
七、其他參考資料（缺） 
八、廉政專欄 
（一）法律常識 

．易科罰金，新法比舊法條件寬多了（95LHAZ26） ............................................. 51 
（二）財產申報 

．辦理土地申報時常見錯誤態樣（95LHBZ27） ..................................................... 52 
（三）廉政法制（缺） 
（四）反貪作為（缺） 
（五）奬勵表揚廉能（缺） 
（六）機關安全維護及公務機密維護 

．如何防止電腦資訊洩密（95LHFZ28） .................................................................. 53 



 4

 



 1

內政部令修正發布「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52 條條文乙案 

臺北市政府函 臺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等  
95.15.19 府授地五字第 09506506700 號  

說 明：  
一、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31365 號函辦理。  
二、副本連同附件抄送本府地政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第五科。 

附件 1 
內政部令  

95.12.8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3136 號  
修正「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五十二條條文。  
 附修正「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五十二條條文  
附件 2 
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五十二條修正條文  
第五十二條  區段徵收範圍內必要之管線工程所需工程費用或遷移費用，由需

用土地人與管線事業機關（構）依下列分擔原則辦理：  
一、原有架空線路或管線辦理遷移時，需用土地人應協調管線機

關（構）勘定遷移位置，管線機關（構）應依協調結果配合

辦理遷移，並負擔全數遷移費用。但同一工程限於工地環

境，需辦理多次遷移時，除最後一次費用由管線機關（構）

負擔外，其餘各次遷移費及用戶所有部分之遷移費，均由需

用土地人負擔。  
二、原有架空之電力線路應永久遷移，經需用土地人要求改為地

下化者，遷移費用除依前款規定辦理外，地下化所需變更設

置費扣除依原架空標準設計拆遷所需變更設置費用之差

額，由需用土地人與管線事業機關（構）各負擔二分之一。  
三、新設電力採架空方式辦理者，所需工程費用由需用土地人與

管線事業機關（構）各負擔二分之一；採地下化方式辦理者，

管線之土木工程費用，由需用土地人與管線事業機關（構）

各負擔二分之一。  
四、新設電信採架空方式辦理者，所需工程費用由管線事業機關

（構）全部負擔；採地下化方式辦理者，管線之土木工程費

用，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三分之一，管線事業機關（構）負擔

三分之二。  
五、新設自來水管線之工程費用，由需用土地人全數負擔。  
六、新設電力、電信管線工程需施設之電氣設備及纜線費用，由

管線事業機關（構）全部負擔。  
區段徵收範圍外新設管線之工程費用，由管線事業機關 (構 )全部

負擔。但自來水管線因區段徵收位置或地勢特殊需增加設備之工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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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得以個案協商方式辦理。  
非屬第一項區段徵收範圍內必要之管線，其管線工程費用之分擔

原則，以個案協商方式辦理。  
 

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五十二條修正條文總說明  

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係內政部於九十一年四月十七日，依土地徵收條例第

六十二條規定訂定，以為實施土地徵收之依據。  
本部為利區段徵收範圍內自來水管線工程之進行，茲依據行政院九十四年十

一月三日院臺建字第○九四○○五○四七八號函示規定，擬具土地徵收條例施行

細則第五十二條修正草案，本次修正重點係參照九十二年七月二日修正公布之公

路法第三十條之一第八項規定，配合修正原有架空線路或管線之拆遷費用負擔原

則，並將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合併為第一款，其餘款次依序調整；並

依據行政院函示有關區段徵收地區自來水管工程經費分擔規定，爰配合修正為第

一項第五款規定，並增列第二項有關區段徵收區範圍外管線負擔原則；另原第二

項規定，因現行共同管道法已授權訂有「共同管道建設及管理經費分攤辦法」，

為避免重複規定，引發法令適用之爭議，爰配合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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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五十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五十二條  區段徵收範

圍內必要之管線工程所需

工程費用或遷移費用，由

需用土地人與管線事業機

關（構）依下列分擔原則

辦理： 
一、 原有架空線路或管線

辦理遷移時，需用土

地人應協調管線機關

（構）勘定遷移位

置，管線機關（構）

應依協調結果配合辦

理遷移，並負擔全數

遷移費用。但同一工

程限於工地環境，需

辦理多次遷移時，除

最後一次費用由管線

機關（構）負擔外，

其餘各次遷移費及用

戶所有部分之遷移

費，均由需用土地人

負擔。 
二、 原有架空之電力線路

應永久遷移，經需用

土地人要求改為地下

化者，遷移費用除依

前款規定辦理外，地

下化所需變更設置費

扣除依原架空標準設

計拆遷所需變更設置

費用之差額，由需用

土地人與管線事業機

關（構）各負擔二分

之一。 
三、 新設電力採架空方式

第五十二條  區段徵收範

圍內必要之管線工程所需

工程費用或遷移費用，由

需用土地人與管線事業機

關 （構）依下列分擔原則

辦理： 
一、 位於國道、省道公路

及直轄市所轄之快

（高）速道路內應辦

理永久拆遷之架空線

路或管線，所需遷移

費用，依原設計標

準，按拆遷工程費減

去拆除材料價值後，

由需用土地人負擔三

分之一，管線事業機

關（構）負擔三分之

二。 
二、 附掛於前款道路上橋

樑之管線，遇有橋樑

拓寬或改建者，管線

事業機關（構）應配

合施工，並負擔全部

遷移費用。 
三、 位於第一款道路以外

土地內之既有架空線

路或管線必須永久遷

移者，管線事業機關

（構）應立即配合辦

理，並負擔全部遷移

費用。 
四、 原有架空之電力線路

應永久遷移，經需用

土地人要求改為地下

化者，其遷移費用除

一、參照九十二年七月二日

發布增訂之公路法第三

十條之一第八項規定，

配合修正原有架空線路

或管線之拆遷費用負擔

原則，並將第一項第一

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合

併為第一款，其餘款次

依序調整，配合款次條

整。 
二、現行條文第一項第六

款、第七款文字：「其

所需費用」，係指工程

費用，爰增加「工程」

二字，以資明確。 
三、依據行政院九十四年十

一月三日院臺建字第○

九四○○五○四七八號

函釋有關區段徵收區自

來水管工程經費分擔規

定，爰配合修正第一項

第八款規定並調整款次

為第五款，並增訂為第

二項規定，至原第二項

規定因屬提示性質，相

關經費分攤標準自仍應

回歸共同管道法規定辦

理，惟為避免相關管線

單位於法令適用上引發

爭議，爰配合將本項規

定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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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辦理者，所需工程費

用由需用土地人與管

線事業機關（構）各

負擔二分之一；採地

下化方式辦理者，管

線之土木工程費用，

由需用土地人與管線

事業機關（構）各負

擔二分之一。 
四、 新設電信採架空方式

辦理者，所需工程費

用由管線事業機關

（構）全部負擔；採

地下化方式辦理者，

管線之土木工程費

用，由需用土地人負

擔三分之一，管線事

業機關（構）負擔三

分之二。 
五、 新設自來水管線之工

程費用，由需用土地

人全數負擔。 
六、 新設電力、電信管線

工程需施設之電氣設

備及纜線費用，由管

線事業機關（構）全

部負擔。 
區段徵收範圍外新設

管線之工程費用，由管線

事業機關（構）全部負擔。

但自來水管線因區段徵收

位置或地勢特殊需增加設

備之工程費用，得以個案

協商方式辦理。 
非屬第一項區段徵收

範圍內必要之管線，其管

線工程費用之分擔原則，

以個案協商方式辦理。 

依第一款及前款規定

辦理外，其地下化所

需變更設置費扣除依

原架空標準設計拆遷

所需變更設置費用之

差額，由需用土地人

與管線事業機關（構）

各負擔二分之一。 
五、 應辦理臨時遷移之架

空線路或管線者，由

需用土地人負擔全部

遷移費用。 
六、 新設電力採架空方式

辦理者，其所需費用

由需用土地人與管線

事業機關（構）各負

擔二分之一；採地下

化方式辦理者，管線

之土木工程費用，由

需用土地人與管線事

業機關（構）各負擔

二分之一。 
七、 新設電信採架空方式

辦理者，其所需費用

由管線事業機關（構）

全部負擔；採地下化

方式辦理者，管線之

土木工程費用，由需

用土地人負擔三分之

一，管線事業機關

（構）負擔三分之二。

八、 新設自來水管線之工

程費用，由需用土地

人與管線事業機關

（構）各負擔二分之

一。 
九、新設電力、電信管線

工程需施設之電氣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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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備及纜線費用，由管

線事業機關（構）全

部負擔。 
前項管線以共同管道

設置者，其建設費用依共

同管道法中央主管機關訂

定之分攤標準辦理。 
非屬第一項區段徵收

範圍內必要之管線，其管

線工程費用之分擔原則，

以個案協商方式辦理。 

 

內政部函釋有關新加坡人民取得我國土地及建築物權利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13 北市地三字第 09506945800 號  

說 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 95 年 12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78966 號函辦理，隨文

檢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副本抄送本府法規委員會（請函送本府秘書處刊登市府公報）、本處秘

書處（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  
附件 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95.12.8 台內地字第 0950178966 
主 旨：新加坡人民取得我國土地及建築物權利  
說 明：  

一、依據行政院 95 年 11 月 8 日院臺建字第 0950050320 號及外交部 95 年 9
月 1 日外條二字第 09504455940 號函辦理，兼復常在國際法律事務所

95 年 3 月 3 日（95）常投字第 02550 號來文。  
二、有關新加坡人民在我國取得土地及建築物權利案，綜合現行土地法規、

行政院及外交部上開函內容歸納如下：  
（一）  基於土地法第 18 條平等互惠之立法精神，原則不允許新加坡人取

得我國土地，惟考量兩國國情不同，及我國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4
條第 2 項之規定，准許新加坡人民取得我國區分所有建物之任何一

層作為住宅或商業使用，並得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第 4 條第 2 項之

規定准其取得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  
（二）  土地法第 17 條第 1 項所列各款土地，依該法條第 2 項規定則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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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因繼承而取得，並於辦理繼承登記完畢之日起 3 年內出售

與本國人，逾期未出售者，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移請國有

財產局辦理公開標售，標售程序準用第 73 條之 1 相關規定。  
（三）  土地法第 17 條第 1 項所列以外之土地，基於平等互惠原則，允許

新加坡人得因繼承或遺贈而取得所有權，並自繼承之日或遺贈之日

起 10 年內移轉與本國人，該筆土地同時由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

加註「本筆土地應於○○年○○月○○日前移轉與本國人，逾期辦

理公開標售」，逾期未移轉者，則類推適用土地法第 17 條第 2 項後

段規定，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移請國有財產局辦理公開標

售，標售程序準用第 73 條之 1 相關規定。  
三、本部 86 年 3 月 27 日台（86）內地字第 8603399 號、92 年 6 月 25 日台

內地字第 0920008948 號及 93 年 3 月 5 日台內地字第 0930072048 號函，

因與說明二規定不合，停止適用。  
四、隨文檢附外交部 95 年 9 月 1 日函供參。  

附件 2 
外交部函 內政部  

95.9.1 外條二字第 09504455940 號  
主 旨：關於我國人民得否取得新加坡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疑義事，復請 查照。 
說 明：  

一、復 貴部 95 年 7 月 10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11350 號及同年 7 月 21 日台

內地字第 0950122206 號二函。  
二、本案查證結果如附件之駐新加坡代表處 95 年 8 月 28 日第 SGP871 號電

及相關附件影本共 6 頁，請 卓參。  
駐新加坡代表處電報  

95.8.28 SGP871 
事 由：關於新加坡對於外籍人士取得建築所有權，及因「遺產繼承」或「遺產

贈與」取得土地所有權事。  
外交部鈞鑒（查證案）：條二第 109 號及第 121 號兩電 均奉悉。經再向新加坡

主管機關新加坡土地管理局查詢，並經向星國多位執業律師及房屋仲介業者查證

後，渠等均表示  
一、目前新加坡已准許外籍人士，在未取得星國永久居民身份之情形下，得

購買建物之任一樓層作為居住或商務使用，惟不得買賣土地，或與土地

權合一之任何建物。  
二、外籍人士如因「遺產繼承」或「遺產贈與」取得土地所有權，在未獲部

長許可（Minister's approval）之情形下，遺產授與人之代理人須在 10
年內售出該土地。  

三、檢呈新加坡土地管理局網頁 FAQs 項下  
（http：//www.ala.gov.sg/htm/faq02.htm#d）相關規定如後附件，謹請 鑒

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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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府都市發展局函「對於 2種以上構成材料不同之建築物，

於使用執照附表建築物概要上標示各層之構成材料，俾利建築

物所有權第一次測量及登記作業」乙案，自即日起辦理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1 北市地一字第 09533086700 號  

說 明：依本府都市發展局 95 年 11 月 27 日北市都建字第 09565976300 號函副

本辦理，兼復本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95 年 9 月 12 日北市中地二字第

09531444100 號函，並隨文檢附本府都市發展局函及附件影本各 1 份。 
附件 1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函 臺北市建築師公會等  

95.11.27 北市都建字第 09565976300 號  
主 旨：函轉本府地政處有關建議「對於 2 種以上構成材料不同之建築物，於使

用執照附表建築物概要上標示各層之構成材料，俾利建築物所有權第一

次測量及登記作業」乙案函件影本 1 份，請 查照轉知 貴會會員。  
說 明：  

一、依本府地政處 95 年 10 月 19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2647800 號函辦理。  
二、依旨揭地政處來函建議，請 貴公會轉知所屬會員，自即日起，對於 2

種以上材料不同之建築物，請設計建築師務必配合於建造執照及使用執

照申請書表內詳註各層之構造種類，俾供本府地政處據以辦理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測量及登記事宜。  
三、本案納入本局 95 年臺北市建管法令彙編第 082 號，彙編歸類第一組編

號第 051 號。  
四、網路網址：www.dba.tcg.gov.tw。  

附件 2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建築管理處  

95.10.19 北市地一字第 09532647800 號  
主 旨：建請貴處對於 2 種以上構成材料不同之建築物，於使用執照附表建築物

概要上標示各層之構成材料，俾利建物所有權第一次測量及登記作業，

請查照。  
說 明：  

一、依本市中山地政事務所 95 年 9 月 12 日北市中地二字第 09531444100 號

函及 95 年 9 月 22 日北市中地二字第 09531533100 號函辦理。  
二、查建物之構材屬建物特定要素之一，為建物登記必需登記對外公示之事

項，遇有 2 種以上材料組成之建築物，如 95 使字第 0201 號使用執照建

築物，為地上 6 層、地下 2 層，構造種類「RC 造、鋼骨 RC 造、鋼骨

造」，因使用執照附表及竣工平面圖上並未將各層之構造種類標明，以

致各門牌建物之構造種類無法識別，地政事務所需函請貴處查明後方得

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測量及登記，為縮短作業程序，爰請貴處於使用

執照附表建築物概要上標示各層之構造種類並請惠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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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復有關建物之「入口雨遮」以共用部分登記疑義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士林政事務所  
95.12.15 北市第一字第 09533242400 號  

說 明：  
一、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4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93520 號函辦理，兼復貴所

95 年 8 月 24 日北市士地二字第 09531456900 號函，並檢送內政部函影

本 1 份。  
二、案經報奉內政部前開函核復略以：「查『建物除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載

明為陽臺、屋簷或雨遮者，得以附屬建物登記外，其他如露臺、花臺、

雨棚、雨庇、裝飾牆、栽植槽等均不予登記。但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已

將附屬建物計入樓地板面積者，不在此限。』為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法令補充規定第 11 點之 3 所明定。按建物所有權第一次測量登記，應

以屬於建築物主體結構之權利範圍為登記要件與項目，其他非屬主體結

構之構造物，僅為活化建築設計之彈性應用，因或屬效用甚微，或屬虛

飾，該構造物之有無，尚不致影響建築物主體功能，由前開規定之意旨

可知，非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有載明者，即可登記。復查陽臺、屋簷或

雨遮者，係屬建物專有部分之附屬建物，非屬主體結構之構造物，得以

附屬建物登記，蓋因已往整棟建築物之權屬多為個別所有而非區分所有

態樣，且早期建築設計型態少有變化，鮮有新創設之建物登記項目；再

者亦因得以登記之事實業已行之有年，冒然廢除，恐生怨尤，以致尚未

通盤檢討因應，惟為維護消費者權益，避免登記作業紊亂，確保登記制

度之公正與一致性，仍有檢討修正之必要。至於其他如露臺、花臺、雨

棚、雨庇、裝飾牆、栽植槽等非屬主體結構之建物，仍應計入樓地板面

積者，方可登記，合先說明。另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

第 3 款規定：『建築面積：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以內之

最大水平投影面積。但電業單位規定之配電設備及其防護設施、地下層

突出基地地面未超過一．二公尺或遮陽板有二分之一以上為透空，且其

深度在二．○公尺以下者，不計入建築面積；陽臺、屋簷及建築物出入

口雨遮突出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超過二．○公尺，或雨

遮、花臺突出超過一．○公尺者，應自其外緣分別扣除二．○公尺或一．

○公尺作為中心線；每層陽臺面積之和，以不超過建築面積八分之一為

限，其未達八平方公尺者，得建築八平方公尺。』於建築技術規則中『入

口雨遮』與『雨遮』之定義不相同，應屬不同之構造物。綜上，依現行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令補充規定第 11 點之 3 之規定，除陽臺、屋

簷或雨遮者，得以附屬建物登記外，其他如露臺、花臺、雨棚、雨庇、

裝飾牆、栽植槽等均不予登記，是本案『入口雨遮』非為陽臺、屋簷或

雨遮，仍應計入樓地板面積，方可辦理建物所有第一次測量登記。」，

故旨揭申請本市士林區忠誠路 2 段 21 巷 17 號建物之『入口雨遮』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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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部分登記疑義乙節，請依內政部核復事項辦理。  
三、副本抄送臺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臺北市地政士公會、臺北市地政士志

願服務協會、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士林所除外）、本處秘書室（請刊

登地政法令月報）及第一科（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  
內政部函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5.12.14 台內地字第 0950193520 號  
主 旨：有關 貴處函為蔡文成地政士代理玄瑞建設有限公司申請 貴市士林區

忠誠路 2 段 21 巷 17 號建物之「入口雨遮」以共用部分登記疑義乙案，

復請 查照。  
說 明：  

一、復 貴處 95 年 9 月 11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2483700 號函。  
二、查「建物除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載明為陽臺、屋簷或雨遮者，得以附屬

建物登記外，其他如露臺、花臺、雨棚、雨庇、裝飾牆、栽植槽等均不

予登記。但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已將附屬建物計入樓地板面積者，不在

此限。」為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令補充規定第 11 點之 3 所明定。

按建物所有權第一次測量登記，應以屬於建築物主體結構之權利範圍為

登記要件與項目，其他非屬主體結構之構造物，僅為活化建築設計之彈

性應用，因或屬效用甚微，或屬虛飾，該構造物之有無，尚不致影響建

築物主體功能，由前開規定之意旨可知，非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有載明

者，即可登記。復查陽臺、屋簷或雨遮者，係屬建物專有部分之附屬建

物，非屬主體結構之構造物，得以附屬建物登記，蓋因已往整棟建築物

之權屬多為個別所有而非區分所有態樣，且早期建築設計型態少有變

化，鮮有新創設之建物登記項目；再者亦因得以登記之事實業已行之有

年，冒然廢除，恐生怨尤，以致尚未通盤檢討因應，惟為維護消費者權

益，避免登記作業紊亂，確保登記制度之公正與一致性，仍有檢討修正

之必要。至於其他如露臺、花臺、雨棚、雨庇、裝飾牆、栽植槽等非屬

主體結構之建物，仍應計入樓地板面積者，方可登記，合先說明。  
三、另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3 款規定：「建築面積：建

築物外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以內之最大水平投影面積。但電業單

位規定之配電設備及其防護設施、地下層突出基地地面未超過一．二公

尺或遮陽板有二分之一以上為透空，且其深度在二．○公尺以下者，不

計入建築面積；陽臺、屋簷及建築物出入口雨遮突出建築物外牆中心線

或其代替柱中心線超過二．○公尺，或雨遮、花臺突出超過一．○公尺

者，應自其外緣分別扣除二．○公尺或一．○公尺作為中心線；每層陽

臺面積之和，以不超過建築面積八分之一為限，其未達八平方公尺者，

得建築八平方公尺。」於建築技術規則中「入口雨遮」與「雨遮」之定

義不相同，應屬不同之構造物。綜上，依現行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

令補充規定第 11 點之 3 之規定，除陽臺、屋簷或雨遮者，得以附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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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登記外，其他如露臺、花臺、雨棚、雨庇、裝飾牆、栽植槽等均不予

登記，是本案「入口雨遮」非為陽臺、屋簷或雨遮，仍應計入樓地板面

積，方可辦理建物所有第一次測量登記。  
 

內政部函釋關於寺廟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與該廟負責人為同一

人，於寺廟辦理登記時，其以贈與方式將土地及建物移轉至寺

廟名下，應無民法第 106 條自己代理禁止之適用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5 北市地一字第 09506854300 號  

說 明：  
一、  奉交下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 日台內民字第 0950185211 號函辦理，並檢

送該函及其附件影本 1 份。  
二、  副本抄送臺北市地政士公會、臺北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臺北市地政

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本處第

一科 (以上均含附件 )。  
附件 1 
內政部函 臺北市政府等  

95.12.1 台內民字第 0950185211 號  
主 旨：關於寺廟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與該廟負責人為同一人，於寺廟辦理登記

時，其以贈與方式將土地及建物移轉至寺廟名下，應無民法第 106 條自

己代理禁止之適用乙案，惠請轉知各地政單位，請查照。  
說 明：  

一、依據屏東縣政府 95 年 9 月 27 日屏府民禮字第 0950191739 號函暨法務

部 95 年 11 月 13 日法律決字第 0950039042 號書函辦理。  
二、按民法第 106 條規範禁止雙方代理或自己代理之意旨在於避免利益衝

突，防範代理人厚己薄人，失其公正立場，以保護本人之利益。本件寺

廟土地及建物所有權人與該廟負責人為同一人，於寺廟辦理登記時，其

以贈與方式將土地及建物移轉至寺廟名下，因贈與係當事人一方以自己

之財產無償給與他方，他方允受之契約，就受贈人寺廟而言，係純獲法

律上利益，不致引起利害衝突，應無民法第 106 條自己代理禁止之適用。 
三、影附法務部上開函乙份，請參考。  

附件 2 
法務部書函 內政部  

95.11.13 法律決字第 0950039042 號   
主 旨：關於民法第 106 條適用疑義乙案，本部意見復如說明二，請查照參考。 
說 明：  

一、復 貴部 95 年 10 月 11 日台內民字第 0950157767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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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民法第 106 條規定：「代理人非經本人之許諾，不得為本人與自己之

法律行為，亦不得既為第三人之代理人，而為本人與第三人之法律行

為。但其法律行為，係專履行債務者，不在此限。」本條規範禁止雙方

代理或自己代理之意旨在於避免利益衝突，防範代理人厚己薄人，失其

公正立場，以保護本人之利益，惟本文及但書設有經本人許諾及法律行

為係專履行債務者二項例外，因此際無利害衝突之處。至於純獲法律上

利益之情形，雖非上開例外情形，惟既無利害衝突，自無加以禁止之必

要，換言之，應對民法第 106 條之適用範圍做目的性限縮解釋。最高法

院 59 年臺上字第 4401 號判決、高雄地方法院 52 年 12 月司法座談會法

律問題研究結果（王鐸鑑著「民法實例研習」82 年 9 月 13 版，第 368
頁、第 369 頁參照）。準此，來函所詢有關土地及建物之所有權人與寺

廟負責人為同一人，其以贈與方式將土地及建物移轉至寺廟名下，有無

民法第 106 條適用疑義一節，因贈與係當事人一方以自己之財產無償給

與他方，他方允受之契約。本件就受贈人寺廟而言，係純獲法律上利益，

不致引起利害衝突，應無民法第 106 條自己代理禁止之適用。  
 

內政部函釋關於原曾於出售基地建築房屋之地上權人，嗣該建

物於基地出售時，業已拆除，該地上權人是否仍有土地法第 104

條優先購買權疑義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95.12.13 北市地一字第 09533189400 號  

說 明：  
一、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4337 號函辦理，兼復

貴所 95 年 11 月 9 日北市松地一字第 09531763000 號函，並檢送內政部

上開函影本 1 份。  
二、案經本處以 95 年 11 月 17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2949700 號函（副本諒

達）報奉內政部前揭函核復略以：「二、按『…土地法第 104 條第 1 項

修正理由、司法實務見解與學者見解，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於基

地上如未為房屋之建築者，縱有其他工作物或竹木於該基地上，於該基

地出賣時，仍無該條項之優先購買權。…』、『…經設定地上權之土地，

於申辦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時，除地上權人即係承買人之情形者外，應

由土地所有權人檢附地上權人放棄優先購買權證明書或視為放棄之證

明文件；如未能檢附，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勘查，該基

地上確未為房屋之建築者，始得准予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前經本部

89 年 6 月 8 日台（89）內地字第 8907933 號函及 89 年 9 月 1 日台（89）
內地字第 8910270 號函函釋在案，本案仍請參依上開函釋意旨辦理，至

其勘查費之計收，得參依本部 85 年 11 月 29 日台（85）內地字第 8511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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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釋『土地所有權人僅需瞭解土地大略位置，其土地複丈費准予比照

法院囑託辦理查封欠稅人土地案件依照基地號勘查費計收』意旨妥

處。」，請依上開內政部函釋辦理。 

三、副本抄送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松山地政事務所除外）、臺北市地政士公

會、臺北市地政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臺北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

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本處第一科 (以上均含附件 )。  
附件  
內政部函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5.12.6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4337 號  
主 旨：關於原曾於出售基地建築房屋之地上權人，嗣該建物於基地出售時，業

已拆除，該地上權人是否仍有土地法第 104 條優先購買權疑義乙案，復

請查照。  
說 明：  

一、復貴處 95 年 11 月 17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2949700 號函。  
二、按「…土地法第 104 條第 1 項修正理由、司法實務見解與學者見解，地

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於基地上如未為房屋之建築者，縱有其他工作

物或竹木於該基地上，於該基地出賣時，仍無該條項之優先購買

權。…」、「…經設定地上權之土地，於申辦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時，

除地上權人即係承買人之情形者外，應由土地所有權人檢附地上權人放

棄優先購買權證明書或視為放棄之證明文件；如未能檢附，應由土地所

有權人向地政事務所申請勘查，該基地上確未為房屋之建築者，始得准

予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前經本部 89 年 6 月 8 日台（89）內地字第

8907933 號函及 89 年 9 月 1 日台（89）內地字第 8910270 號函函釋在

案，本案仍請參依上開函釋意旨辦理，至其勘查費之計收，得參依本部

85 年 11 月 29 日台（85）內地字第 8511328 號函釋「土地所有權人僅

需瞭解土地大略位置，其土地複丈費准予比照法院囑託辦理查封欠稅人

土地案件依照基地號勘查費計收」意旨妥處。  
 

內政部函復有關日據時期「無頭對」媳婦仔之身分轉換養女疑

義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士林地政事務所  
95.12.13 北市地一字第 09533197800 號  

說 明：  
一、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4600 號函辦理，兼復

貴所 95 年 9 月 21 日北市士地一字第 09531626100 號函，並檢送上開內

政部函及其附件影本各 1 份。  
二、本案經本處 95 年 10 月 11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2737200 號函（副本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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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報奉內政部函准法務部 95 年 11 月 23 日法律決字第 0950040701 號

函表示意見，並經內政部同意法務部意見在案。本案仍請貴所參酌日據

時期臺灣民事習慣收養所應具備之實質要件、形式要件，審酌相關事實

資料，及其分家之時點、事實，本於職權認定其得否參與分產。如當事

人間對具體個案仍有爭執時，應循司法途徑解決之。  
三、副本抄送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士林所除外）、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

法令月報）、本處第一科 (以上均含附件 )。  
附件 1 
內政部函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5.12.5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4600 號  
主 旨：有關日據時期「無頭對」媳婦仔之身分轉換養女疑義一案，復請查照。 
說 明：  

一、復貴處 95 年 10 月 11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2737200 號函。  
二、本案經函准法務部 95 年 11 月 23 日法律決字第 0950040701 號函表示意

見（如附件）在案，本部同意該部意見。本案仍請貴處參酌日據時期臺

灣民事習慣收養所應具備之實質要件、形式要件，審酌相關事實資料，

及其分家之時間、事實，本於職權認定其得否參與分產。如當事人間對

具體個案仍有爭執時，應循司法途徑解決之。  
附件 2 
法務部函 內政部  

95.11.23 法律決字第 0950040701 號  
主 旨：關於函詢日據時期「無頭對」媳婦仔之身分轉換養女疑義乙案，復如說

明二至五。請 查照參考。  
說 明：  

一、復 貴部 95 年 10 月 1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2560 號函。  
二、按民法繼承編施行法第 1 條規定：「繼承在民法繼承編施行前開始者，

除本施行法有特別規定外，不適用民法繼承編之規定……」，第 8 條規

定：「繼承開始在民法繼承編施行前，被繼承人無直系血親卑親屬，依

當時之法律亦無其他繼承人者，自施行之日起，依民法繼承編之規定定

其繼承人。」又最高法院 57 年台上字第 3410 號判例：「臺灣在日據時

期本省人間之親屬及繼承事項不適用日本民法第四編（親屬）第五編（繼

承）之規定，而依當地之習慣決之。（原大正 11 年 9 月 18 日敕令 407
號參照）……」，準此，本件相關繼承事實係發生於日據時期，應依上

開民法繼承編施行法規定及當時臺灣繼承習慣處理，合先敘明。  
三、次查日據時期有關台灣繼承之習慣，有戶主繼承與財產繼承之分，財產

繼承又因其遺產係屬於家祖之財產（簡稱家產）或屬於家族私有之財產

（簡稱私產）而不同。如屬家產，除有特別事由存在外，於無法定繼承

人（限於直系男性卑親屬）或指定繼承人時，得由親族會議隨時選定一

人或數人為繼承人，無男女或親族關係之限制，亦無選定期間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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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應使其中一人同時繼承戶主身分；如係屬私產者，則應由（1）直系

卑親屬（無論男女均可），（2）配偶，（3）直系尊親屬，（4）戶主，依

序繼承之（本部 77 年 2 月 26 日法律字第 3355 號函參照）。又依臺灣舊

習慣，為繼承人之長子死亡，而無後嗣時，得由親族協議，追立其繼承

人，使其承繼已死亡長子之地位，並承繼其遺產。惟如不立繼，則亡故

者對家產之原應有部分，歸屬於其餘應分親（應有部分之增添），又應

分親，於分析家產之際，已不為該家之家屬（即未復歸該家）時，則對

家產並無應有部分，自不得參與分產（本部編印「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

告」，93 年 7 月 6 版，第 381 至第 382 頁參照）。  
四、本件有關申請人謝曉琳君申請被繼承人謝環繼承登記案，繼承之標的似

為家產，依來函說明二所述，謝環係於民國 20 年（日據時期昭和 6 年）

6 月 2 日以戶主身分死亡，由戶內長子謝甲戶主相續，則謝環之戶主身

分及家產，是否已由謝甲繼承？如已由謝甲繼承戶主身分及家產，謝甲

復於民國 34 年 8 月 19 日死亡絕戶，其有無前開說明之繼承人？事涉本

案相關人員繼承身分關係之認定，宜請貴部先予釐清。如依當時臺灣習

慣，並無繼承人，其遺產如未經法定搜索程序，以確定無人承認繼承，

尚不得逕歸屬國庫。則於臺灣光復後，依照民法繼承編施行法第 8 條規

定，本件繼承自應適用民法繼承編之規定（本部 80 年 9 月 9 日法律字

第 13706 號函參照），其遺產繼承人即應依民法第 1138 條而定。  
五、又日據時期被收養為無頭對之媳婦仔，嗣後於養家招贅或由養家主婚出

嫁者，應視為自該時起與養家親屬發生準血親關係，其身分即轉為養

女，惟仍須具備身分轉換當時有關收養條件（本部編印前開「臺灣民事

習慣調查報告」，第 136 頁、前司法行政部 42 年 6 月 2 日 42 台公參字

第 2652 號函、本部 79 年 5 月 24 日 79 法律字第 7333 號函參照）。本件

翁氏開是否具備由媳婦仔轉換為養女身分之收養要件，而為謝環之直系

血親卑親屬，與謝甲發生兄弟姐妹之關係，亦宜請 貴部參酌日據時期

臺灣民事習慣收養所應具備之實質要件、形式要件，審酌相關事實資

料，及其分家之時點、事實，本於職權認定其得否參與分產。惟本件如

當事人間對具體個案事實仍有爭執時，應循司法途徑解決之。  
 

內政部函復同意關於建議委託未取得申請標的之其他繼承人代

理申辦分割繼承登記案件，委託人及代理人於申請書備註欄內

得免簽註切結未給付或收取報酬之字樣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29 北市地一字第 09533357400 號  

說 明：  
一、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2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5428 號函辦理，兼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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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古亭地政事務所 95 年 11 月 23 日北市古地一字第 09531888700 號

函，並檢附上開內政部函影本 1 份。  
二、  本案經本處 95 年 12 月 13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3117800 號函（副本諒

達）報奉內政部前揭函核復略以：「…三、按依民法第 1151 條、第 759
條及第 1168 條規定，繼承人欲分割公同共有遺產，本應依民法第 759
條規定先行辦理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後，始得依民法第 823 條及第 824
條規定協議分割共有之遺產。為考量加強便民服務及登記作業實務需

要，前經本部 84 年 4 月 28 日台 (84)內地字第 8474679 號函釋，同意免

先辦理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而逕申辦分割繼承登記。是以，分割繼承

登記案件，參與協議之繼承人同為申請權利人兼義務人，其雖簡化得由

協議分割繼承取得人單獨申請登記，他繼承人實際視為該申請分割繼承

登記之義務人。四、本案同意貴處意見，對於此類分割繼承案件，得委

託未取得申請標的之其他繼承人代理申請登記，登記機關應予受理，毋

須簽註切結，亦不受件數之限制。」，請依上開內政部核示辦理。  
三、副本抄送臺北市地政士公會、臺北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臺北市地政

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及本處第

一科。  
附件  
內政部函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  

95.12.27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5428 號  
主 旨：有關委託未取得申請標的之其他繼承人代理申辦分割繼承案件，委託人

及代理人於申請書備註欄內得免簽註切結未給付或收取報酬之字樣疑

義乙案，請查照。  
說 明：  

一、復貴處 95 年 12 月 13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3117800 號函。  

二、  本部 92 年 3 月 2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81579 號函說明三及說明四：

「凡非地政士之代理案件，委託人及代理人均應於申請書或委託書內簽

註切結。委託人切結：『本人未給付報酬予代理人，如有虛偽不實，願

負法律責任。』；代理人切結：『本人並非以代理申請土地登記為業，

且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不實，願負法律責任。』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

分別簽章及記明委託時間。」、「土地登記之申請，倘權利人及義務人

無法會同申請時，如由當事人之一方附具委託書，委託他方代理申辦土

地登記案件，以其為申請當事人，登記機關應予受理，毋須簽註切結，

亦不受件數之限制。」，合先敘明。  
三、按依民法第 1151 條、第 759 條及第 1168 條規定，繼承人欲分割公同共

有遺產，本應依民法第 759 條規定先行辦理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後，始

得依民法第 823 條及第 824 條規定協議分割共有之遺產。為考量加強便

民服務及登記作業實務需要，前經本部 84 年 4 月 28 日台 (84)內地字第

8474679 號函釋，同意免先辦理公同共有之繼承登記，而逕申辦分割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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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登記。是以，分割繼承登記案件，參與協議之繼承人同為申請權利人

兼義務人，其雖簡化得由協議分割繼承取得人單獨申請登記，他繼承人

實際視為該申請分割繼承登記之義務人。  
四、本案同意貴處意見，對於此類分割繼承案件，得委託未取得申請標的之

其他繼承人代理申請登記，登記機關應予受理，毋須簽註切結，亦不受

件數之限制。 

 

內政部函為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案件，政府機關辦理地上權設定

登記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等  
95.12.27 北市地一字第 09533343300 號  

說 明：  
一、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2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5481 號函辦理，並檢

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副本抄送臺北市地政士公會、臺北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臺北市地政

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本處第

五科及本處第一科 (以上均含附件 )。  
附件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政府地政處、縣（市）政府  

95.12.25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5481 號函  
主 旨：有關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政府機關辦理地上權設定登記乙案，請查

照轉知。  
說 明：  

一、依據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5 年 12 月 13 日工程技字第 09500488850
號函送 95 年 12 月 7 日召開之「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地上權設定登記」

研商會議紀錄辦理。  
二、按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案件如有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第 52 條第 1 項

之情事，主辦機關終止投資契約致地上權消滅者，該地上建物所有權應

移轉予主辦機關，並以法令明文規範。茲為確保主辦機關權益，於促進

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施行細則尚未完成修正前，土地所有權人與原地上

權人間就地上權消滅時，該土地上建物之約定事項（地上權消滅時，建

物所有權移轉予政府），如逐案於公定地上權設定契約書約定，地政機

關應以一般註記事項代碼「00」，將該約定事項登記於土地登記簿他項

權利部其他登記事項欄，使繼受之第三人知悉建物所有權人所應負擔之

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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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捷運工程局函為已依大眾捷運法第19條規定因捷運穿越範

圍辦理地籍逕為分割並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註明「捷運系統工

程穿越地」之土地，勿辦理地籍合併作業，如已合併者，請回

復原土地標示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27 北市地一字第 09533331700 號  

說 明：依本府捷運工程局 95 年 12 月 22 日北市捷權字第 09534316200 號函辦

理，並檢送上開函影本 1 份。  
附件  
臺北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函 臺北縣政府地政局等  

95.12.22 北市捷權字第 09534316200 號  
主 旨：請就已依大眾捷運法第 19 條規定因捷運穿越範圍辦理地籍逕為分割並

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註明「捷運系統工程穿越地」之土地，勿辦理地籍

合併作業，如已合併者，請函轉所轄登記機關回復原土地標示，請 查

照。  
說 明：  

一、查捷運系統工程穿越公、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依據「大眾捷運法」

第十九條及其子法「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理及審核

辦法」規定，其穿越部分使用之空間範圍先辦理公告 30 日，公告期滿

後將相關資料送請地政機關辦理逕為分割、測量及登記，穿越範圍土地

地號列冊送交管轄土地登記機關，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註明「捷運系統

工程穿越地」，為上開辦法第 2 條、第 3 條、第 6 條及第 9 條所明定，

此係基於保護善意之繼受者及使不特定之第三人得知穿越之事實，並具

有公示性及公信力。另依該辦法第 21 條規定「依本辦法補償之土地被

徵收時，…土地所有人依本辦法取得之對價，應在徵收土地補償金額內

扣除。」，先予敘明。  
二、近查，部分已註記「捷運系統工程穿越地」並完成補償之土地與相鄰土

地之地籍合併案例，肇因開發建築基地內之數筆土地辦理地籍合併時，

將前述依法逕為分割出之「捷運系統工程穿越地」地籍予以合併為一筆

土地，此舉將造成因捷運系統工程穿越而補償之土地地籍線、面積及地

號等資料滅失，該等土地爾後相關單位如需辦理徵收補償並扣除依前述

辦法取得之對價時，勢因與當初領取穿越註記補償之地籍資料不符，而

導致無法辦理之困擾，甚至損害未穿越土地所有權人之權益。另亦喪失

「大眾捷運系統工程使用土地上空或地下處理及審核辦法」所訂註記方

式為保護善意之繼受者及使不特定之第三人得知穿越之事實之立法原

意與精神。  
三、綜上，為確保捷運系統工程穿越之事實及地籍資料之完整，請就已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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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註明「捷運系統工程穿越地」之土地，勿因建築開

發等相關行為辦理地籍合併作業，以維護相關地籍資料之正確性。  
 

研商「建物所有權人申請核發原依規定僅需測繪建物位置圖之

已登記建物測量成果圖相關事宜」會議紀錄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20 北市地一字 09533311200 號  

說 明：依本處 95 年 12 月 6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3069700 號開會通知單續辦。 
附件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22 北市地一字第 09533311500 號  
主 旨：有關研商「建物所有權人申請核發原依規定僅需測繪建物位置圖之已登

記建物測量成果圖相關事宜」會議紀錄之附件 2，修正如說明二、三，

請查照。  
說 明：  

一、依本處 95 年 12 月 20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3311200 號函續辦。  
二、前揭附件 2 作業程序「計費、收費」之注意事項二末段「臺北市政府地

政處所屬各地政事務所地政規費作業要點」誤植，請修正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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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另本處前以 95 年 2 月 22 日北市地一字第 09530470600 號函請本市各地

政事務所無須再檢送土地複丈案件跨所收件統計月報表及建物測量案

件跨所收件統計月報表在案，是以作業程序「分送案件」之注意事項二

應予刪除。  
附件  

研商「建物所有權人申請核發原依規定僅需測繪建物位置圖之已登記

建物測量成果圖相關事宜」會議紀錄  
壹、時間：中華民國 95 年 12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 30 分  
貳、地點：市政大樓北區 402 會議室  
參、主持人：申專門委員敏長        紀錄：蕭巧如  
肆、出席單位人員：（略）  
伍、會議結論：  
議題一：依上開作業方案辦竣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嗣當事人申請測量成果圖

（補繪建物平面圖），應否受理？請討論。 
結論：本市原依本府 69 年 9 月 10 日府地一字第 38516 號函訂頒「台北市全面實施建築

改良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僅勘測建物位置免再勘測建物平面圖作業方案」規定，

於 69 年 9 月 10 日至 70 年 6 月 16 日間辦理第一次測量,僅測繪建物位圖，無製作

建物平面圖，建物所有權人因需要申請核發建物測量成果圖，為便民服務起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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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事務所得依個案申請方式予以受理。 
議題二：前開測量成果圖補繪，相關作業流程為何？請討論。 
結論：本市各地政事務所受理建物測量成果圖補繪案件，處理時限比照建物第一次測量

案件，自收件日起算 4 個工作日內辦竣；補繪建物平面圖時，其位置圖參照原建

物位置圖成果表一併轉繪之，並於建物測量成果圖上註記「本建物位置圖係依原

建物位置圖成果表轉繪」等字樣；惟建物坐落基地與登記資料不符時，應請申請

人併案申辦建物基地號勘查及標示變更登記。相關作業流程圖、作業程序及注意

事項如附件 1 及附件 2。 
陸、散會。  
附件 1 

作業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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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作業程序及注意事項  

作業程序  注     意     事     項  
受理申請  一、 申請人填具建物測量申請書（申請原因勾選「其他」），檢附身分證

明文件、竣工平面圖（地政事務所檔案可查調者免附）及其他證明

文件（能以電腦查詢達成者得免附），向地政事務所申請，跨所申

請時應另加填土地複丈、建物測量案件跨所收件申請單。 
二、 測量完竣後應核發之建物測量成果圖謄本及應發還之文件，得依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受理人民申請案件辨畢郵寄到家服務要點」

規定填寫郵寄到家申請單，並附具雙掛號郵資，於申請收件時提出。

收件、配件  一、 收件人員應核對申請人或代理人身分無誤後，將收件字、申請事由

（選「建物其他」）、土地坐落、申請人等資料鍵入電腦予以收件。 

二、 收件後隨即將案件配予承辦測量人員，列印土地建物測量案件收據

交由申請人收執。 
計費、收費  一、依內政部訂頒「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良物測量費標準」核計建物平

面圖轉繪費，填寫於申請書「測量費」欄。 
二、收費人員依前點規費金額列印臺北市地政規費及其他收入收據，請

申請人繳費後，將收據第 1 聯交由申請人收執，第 4 聯黏貼於申請

書空白處，並加蓋收件人員日期騎縫印章及填寫收據號碼，第 2、
3 聯由收費人員核算細目及總數，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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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辦理。 
分送案件  將案件交由測量人員簽收。 
審查  一、審查項目： 

(一) 申請人：(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61 條) 
1、建物所有權人。 
2、建物管理人或管理機關。 

(二) 建物測量申請書格式及填載事項、有關規費是否符合規定。(地
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65 條、土地複丈費及建築改良物測量費標準

第 3 條) 
(三) 申請之不動產標示、權屬與地籍資料所載是否相符。(地籍測量

實施規則第 265 條) 
二、審查結果： 

(一) 建物測量案件經審查無誤後，依竣工平面圖辦理平面圖補繪。 
(二) 建物測量案件經審查有誤,應將須補正事項列印補正通知書，通

知申請人(含代理人)補正。(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65 條) 
補正  地政事務所受理建物測量申請案件，經審查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應

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 15 日內補正。(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6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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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  注     意     事     項  
一、申請人之資格不符或其代理人之代理權有欠缺者。 

二、申請書或應提出之文件與規定不符者。 
三、申請書記載之申請原因或建物標示與登記簿冊或其證明文件不符，

而未能證明不符之原因者。 
四、未依規定繳納建物測量費者。 

駁回  地政事務所受理建物測量案件，收件後經審查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

應以書面敘明法令依據或理由駁回之：(地籍測量實施規回則第 213 條、

第 268 條) 
一、依法不應受理者。 
二、逾期未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者。 

建物位置圖

轉繪及平面

圖補繪  

一、建物位置圖轉繪：參照原建物位置圖成果表轉繪。 
二、建物平面圖補繪： 

(一) 可查調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案附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者，依其

所繪區分所有建物範圍轉繪。 
(二) 查無原案者，請申請人於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上標註區分所有建

物範圍，補繪之建物形狀及邊長應配合登記面積。 
三、補繪完畢，應請申請人認定，並在建物測量成果圖上簽名或蓋章。

釐正、更正  一、發現錯誤時，除有下列情形之一，得由地政事務所逕行辦理更正者

外，應報經臺北市政府地政處核准後始得辦理： 
(一) 原測量錯誤純係技術引起者。 
(二) 抄錄錯誤者。 

二、 前項所稱原測量錯誤純係技術引起者，指原測量錯誤純係觀測、量

距、整理原圖、訂正地籍圖或計算面積等錯誤所致，並有原始資料

可稽；所稱抄錄錯誤指錯誤因複丈人員記載之疏忽所引起，並有資

料可資核對。 
(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32 條、第 278 條) 

成果整理  
簽處意見  

一、繪製建物測量成果圖： 
(一) 繪製建物位置圖：參照原建物位置圖成果表謄繪於建物測量成果

圖左上角或適當位置，並繪明土地界線，註明地號、建號、使用

執照號碼及鄰近之路名。 
(二) 繪製建物平面圖： 

1、可查調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案附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者，

依其所繪區分所有建物範圍轉繪平面圖。 
2、查無原案者，請申請人於使用執照竣工平面圖上標註區分所

有建物範圍，補繪之建物形狀及邊長應配合登記面積。 
3、建物之各層樓及地下室，分別測繪於平面圖上，各層樓平面

圖，應註明其層次。騎樓地平面、附屬建物與主體建物相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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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程序  注     意     事     項  
處繪虛線。(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4 條) 

(三)建物面積計算： 
1、各棟及各層樓房之騎樓地平面及其附屬建物應分別計算其面

積。(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6 條) 
2、建物面積之單位為平方公尺，平方公尺以下記載至第 2 位，

第 3 位以下 4 捨 5 入。(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6 條) 
二、建物坐落基地與登記資料不符時，應請申請人併同辦理建物基地號

勘查及標示變更登記。 
三、將案件辦理情形及准駁依據於申請書「承辦人審查意見及核章」欄

詳予填列敘明，作為各級主管審核與日後查考之依據。 
四、建物平面圖補繪成果應自收件日起 4 日內簽陳完竣。 

成果檢查及

核定  

一、成果整理後，測量人員應先自行檢查再移送技正及課長，依地籍測

量實施規則有關規定檢查、核定成果。 
二、檢查或核定人員發現案件有問題時，應填寫測量案件退件單，並註

明退件原因，交由測量人員填寫對策，該退件單交由課室主管保

管，按月提課務會議檢討以防止相同事件再發生。 
三、核定層級依「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分層負責明細表」之規定辦理。

核發建物測

量成果圖謄

本及結案歸

檔  

一、配合申請人需要，核發建物測量成果圖謄本。 
二、建物測量申請書併其附件全宗及建物測量成果圖移送圖庫按序歸

檔。 
(一) 建物測量成果圖以段為單位，按建號順序每 50 號或 l00 號裝訂 l

冊，編列冊數，永久保管。(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7 條) 
(二) 申請書按收件日期號順序，依「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檔案清理要

點」規定辦理歸檔。 

 

內政部函為關於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79 條規定之執行事宜乙

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29 北市一地字第 09507175600 號  

說 明：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98938 號函辦理。  
附件 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政府、各縣（市）政府  

95.12.27 台內地字第 0950198938 號  
主 旨：關於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9 條規定之執行事宜，請   查照。  
說 明：  

一、查地籍測量實施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業經本部 95 年 11 月 24 日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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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字第 0950180646 號令修正發布，該修正案之第 279 條第 1 項規定：「申

請建物第一次測量，應填具申請書，檢附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所規定

之文件辦理。」，依前開條文修正說明略以：「現行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2
款、第 2 項、第 3 項等規定，於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已有明文，為免

本規則與土地登記規則有重複之規定，以至於各該規定需檢討修正時，

致生法規有不一致之情形，而使實務作業產生困擾，爰予刪除重複之規

定，並修正第 1 項文字。」前開有關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雖規定需檢

附建物測量成果圖，係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所應備之文件，而該

建物測量成果圖為辦理建物第一次測量之成果，是申請人於申請建物第

一次測量時，自毋需檢附該成果圖。  
二、復查修正前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9 條第 2 項規定：「實施建築管理前

建造之建物，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證明文件

或實施建築管理前有關之下列文件之一…」；有關前開條文之修正說明

已敘明修正前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9 條第 2 項之規定，已納入修正後

之同條次第 1 項；而有關同規則第 259 條規定：「新建之建物得申請建

物第一次測量。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申請測量：一、依法令應請

領使用執照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二、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完成無使

用執照之建物，無第 279 條第 2 項所規定之文件者。」該條文第 2 款所

規定之第 279 條第 2 項，於本次地籍測量實施規則修正時漏未配合修

正，自係指第 279 條第 1 項而言，前開情形本部將留供該規則下次研修

時併同檢討修正。  
三、檢附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9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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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79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二百七十九條  申請建物

第一次測量，應填具申請

書，檢附土地登記規則第七

十九條所規定之文件辦理。 
建物起造人向主管建

築機關申請建物使用執照

時，得同時檢附建造執

照、設計圖、申請使用執

照之相關證明文件及其影

本，向登記機關申請建物

第一次測量。 
依前二項規定繳驗之

文件正本，於繳驗後發還。 

第二百七十九條  申請建物

第一次測量，應填具申請

書，檢附建物使用執照、竣

工平面圖及其影本或依法

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其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並應依

各該規定檢附文件正本及

其影本： 
一、區分所有建物，依其

使用執照無法認定申

請人之權利範圍及位

置者，應檢具全體起

造人分配協議書。 
二、申請人非起造人者，

應檢具移轉契約書或

其他證明文件。 
實施建築管理前建造

之建物，應提出主管建築

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

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

理前有關之下列文件之

一；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

人所有者，並應檢附使用

基地之證明文件： 
一、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

籍謄本。 
二、門牌編釘證明。 
三、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

籍證明。 
四、繳納水費憑證。 
五、繳納電費憑證。 
六、未實施建築管理地區

建物完工證明書。 
七、地形圖、都市計畫現

況圖、都市計畫禁建

圖、航照圖或政府機

一、現行第一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第二項、第三項

等規定，於土地登記規

則第七十九條已有明

文，為免本規則與土地

登記規則有重複之規

定，以至於各該規定需

檢討修正時，致生法規

有不一致之情形，而使

實務作業產生困擾，爰

予刪除重複之規定，並

修正第一項文字。 
二、第二項地政事務所修正

為登記機關。 
三、現行第四項及第五項順

移為第二項及第三項，

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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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關測繪地圖。 

八、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前項文件內已記載面

積者，依其所載認定。未

記載面積者，由地政事務

所會同直轄市、縣（市）

政府主管建築、農業、稅

務及鄉（鎮、市、區）公

所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

並參考航照圖等有關資料

實地會勘作成紀錄以為合

法建物面積之認定證明。

依第一項申請建物第

一次測量時，建物起造人

於申請主管建築機關之建

物使用執照，得同時檢附

建造執照、設計圖、申請

使用執照之相關證明文件

及其影本，向地政事務所

辦理。 
依第一項、第二項及

第四項規定繳驗之文件正

本，於繳驗後發還之。 

 

內政部函為同意台北市仲介業職業工會辦理「不動產經紀人專

業訓練」，實施計畫書內增列教學場地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台北市不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95.12.12 北市地三字第 09506456700 號  

說 明：  
一、奉交下內政部 95 年 12 月 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155 號函副本辦

理，隨文檢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副本抄送本處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

令月報）。  
附件  
內政部函 台北市政府、台北市仲介業職業工會  

95.12.7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155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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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貴會辦理「不動產經紀人專業訓練」實施計畫書中，報請增列上課地點

台北市政府勞工局職業訓練中心（台北市士林區士東路 301 號）一案，

同意辦理，請查照。  
說 明：  

一、復貴會 95 年 11 月 30 日北市仲堅字第 00201 號函。  
二、本案實施計畫書前經本部以 94 年 10 月 2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729906

號函認可在案。  
 

內政部函轉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訂定「不動產經紀業認證標章核發及管理須知」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不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等  
95.12.15 北市地三字第 09506967600 號  

說 明：  
一、  奉交下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5038 號函副本辦

理，隨文檢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  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

令月報）。  
附件 1 
內政部函 中華民國不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  

95.12.11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5038 號  
主 旨：貴會所送「不動產經紀業認證標章核發及管理須知」，已悉。  
說 明：  

一、  復貴會 95 年 12 月 4 日房仲全聯字第 95124 號函。  
二、  副本抄送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並檢附旨揭須知乙份。  

附件 2 

不動產經紀業認證標章核發及管理須知  
一、 中華民國不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聯合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協助政府推動

不動產經紀業(以下簡稱經紀業)管理政策，維護不動產交易市場秩序，便利消費者辨

識合法經紀業，保障交易者權益，特訂定本須知。 
二、經紀業或其分設管業處所符合下列條件者,由本會授權各直轄市或縣(市)公會核發經

紀業認證標章(以下簡稱認證標章)。 
(一) 經紀業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施行細則第五條規定完成備查者。 
(二) 經紀業分設管業處所依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施行細則第八條規定完成備查

者。 
(三) 依規定向所屬同業公會完成繳交當年度常年會費者。 
(四) 無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第六條第二項、第七條第一項、第二十九條第一項第

三款或第三十條規定經主管機關廢止許可或停止營業處分之情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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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認證標章樣式由本會定之。 
三、 本會授權之直轄市或縣(市)公會審查合於規定核發認證標章後，應於本會專屬網站登

錄其相關資料，開放供消費者查詢。 
四、 本會或授權之直轄市或縣(市)公會發現已核發認證標章之經紀業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得註銷其認證標章： 
(一) 違反不動產經紀業管理條例規定，經主管機關廢止許可或停止營業處分者。 
(二) 違反公司法或商業登記法規定，經主管機關廢止或撤銷公司或商業登記者。 
(三) 未依規定向所屬同業公會繳納常年會費者。 
前項經紀業經註銷其認證標章後，應於本會專屬網站為必要之註記。 

五、 經紀業之認證標章應揭示於營業處所門首明顯之處。 
六、 經紀業認證標章有效期限為一年，期滿後由本會授權之直轄市或縣(市)公會辦理換發

手續。 
七、 經紀業認證標章如有遺失或毀損者，得於該認證標章有效期限內向本會授權之直轄

市或縣(市)公會申請補發或換發，並準用第三點規定。 
八、 本會授權之直轄市或縣(市)公會辦理經紀業認證標章之補發或換發作業，得收取新臺

幣伍佰元工本費;但年度到期換發者不在此限。 
九、 經紀業或其分設管業處所符合第二點之條件者，本會授權之直轄市或縣(市)公會不得

拒絕核發認證標章。 
十、 本會授權之直轄市或縣(市)公會為管理經紀業認證標章之需要，應設置專冊登錄核

發、換發或補發認證標章之經紀業相關資料，並編號列管。 
十一、本須知經本會理監事會決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內政部函為修正該部90年10月12日台（90）內中地字第9083467

號令，有關地政機關配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9 條規定之

相關執行事宜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6 北市地一字第 09506812000 號  

說 明：  
一、  奉交下內政部 95 年 11 月 2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38 號函辦理，

並檢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  副本抄送本府都市發展局、本市建築管理處、本處資訊室、本處秘書室

（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本處第一科 (以上均含附件 )。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95.11.27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38 號  
主 旨：修正本部 90 年 10 月 12 日台 (90)內中地字第 9083467 號令，有關地政機

關配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九條規定之相關執行事宜如說明二，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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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照。  
說 明：  

一、依據本部 95 年 11 月 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05 號函續辦。  
二、爲執行本部 95 年 10 月 12 日召開研商「地政機關配合農業用地興建農

舍辦法第九條規定之相關執行事宜」會議決議，前經本部 95 年 11 月

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05 函 (諒達 )修正本部 90 年 10 月 12 日台

(90)內中地字第 9083467 號令示「地政機關配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

第 9 條規定之相關執行事宜」部分文字並增加代碼「9L」在案；茲據部

分縣市政府來電建議：應區隔農業發展條例修正前後註記方式，爰再次

修正本部 90 年 10 月 12 日台(90)內中地字第 9083467 號令示一、 (二 )1.
及二、(二 )1.(2)有關登記簿註記方式，於原文字後段，增加代碼「AT」、
資料內容為「已興建農舍，使用執照核發日期：」登錄內容為「○○年

○○月○○日」等字樣，以期周延。嗣後「9K」、「AQ」代碼不再使用 (原
以「9K」，「AQ」代碼登錄者，仍予保留，不得刪除 )，倘仍有建築主管

機關移送地政機關辦理註記農舍坐落地號及提供興建農舍之地號清

冊，尚有記載建築完成日期之情形，應予退回，請其載明使用執照核發

年月日及字號後再予受理。  
 

內政部函為舊式國民身分證訂於 96 年 1月 1 日起停止使用，民

眾申辦土地及建築改良物登記，依規定應提出國民身分證（含

影本）供登記機關查核者，自該日起應請提出新式國民身分證

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11 北市地一字第 09506925800 號  

說 明：  
一、  奉交下內政部 95 年 12 月 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52 號函辦理，

並檢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  副本抄送臺北市地政士公會、臺北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臺北市地政

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及本處第

一科 (以上均含附件 )。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等  

95.12.7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52 號  
主 旨：舊式國民身分證訂於 96 年 1 月 1 日起停止使用，民眾申辦土地及建築

改良物登記，依規定應提出國民身分證(含影本 )供登記機關查核者，自

該日起應請提出新式國民身分證，請查照並轉知。  
說 明：依據本部 95 年 12 月 1 日內戶司字第 0950175562 號書函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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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釋監督寺廟條例第 8 條業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73

號解釋宣告違憲失效，有關地政機關受理寺廟處分不動產申請

土地登記案件應如何據以審查疑義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18 北市地一字第 09533236500 號  

說 明：  
一、  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3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60 號函辦理，並檢

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  副本抄送臺北市地政士公會、臺北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臺北市地政

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本處第

一科 (以上均含附件 )。  
 
內政部函 桃園縣政府  

95.12.13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60 號  
主 旨：為監督寺廟條例第 8 條業經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73 號解釋宣告違憲失

效，有關地政機關受理寺廟處分不動產申請土地登記案件應如何據以審

查疑義乙案，復請查照。  
說 明：  

一、依據本部民政司 95 年 11 月 30 日內民司字第 0950178367 號函辦理暨

復貴府 95 年 11 月 13 日府地籍字第 0950339962 號函。  

二、按寺廟登記須知第 15 點第 1 項規定：「寺廟負責人於確定信徒名冊或

執事名冊後，應召開信徒大會或執事會訂定組織或管理章程。」嗣後募

建寺廟處分或變更不動產，因其寺廟財產係來自四方信眾捐資，基於公

益原則，應依寺廟章程規定辦理。該章程並應載明同須知第 16 點第 11
項所定之財產之種類與保管運用方法，經費及會計及其不動產處分或設

定負擔之程序。故募建寺廟未訂定章程者，仍應請其訂定章程，其處分

程序並應符合上開須知規定，始得辦理募建寺廟處分或變更不動產。從

而，募建寺廟不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自應依寺廟章程所定程序辦

理。至已成立財團法人之寺廟，其處分不動產或設定負擔申請登記時，

除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2 條規定簽註確依有關法令完成處分程序並蓋

章外，應另提出主管機關核准或同意備查之證明文件。  

 

內政部函為修正該部 69 年 5 月 9 日台（69）內民字第 9984 號

函規定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士林地政事務所等  
95.12.21 北市地一字第 09507035500 號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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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66 號函辦理，並檢

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  副本抄送臺北市地政士公會、臺北市地政士志願服務協會、臺北市地政

業務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本處第

四科、本處第五科及本處第一科。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等  
95.12.19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66 號  

主 旨：本部 69 年 5 月 9 日台（69）內民字第 9984 號函規定：「……台灣民間

習慣，派下女子、養子女、贅婿有下列數種情形之一者，得為祭祀公業

派下員：一、依公業內部契約規章規定者。二、經派下員全體同意者。

三、經派下員大會通過者。四、其父或祖雖係養子，均參加族中祭祀公

業活動，早為前輩派下員默認者。」其中第 4 款由於認定標準不明確舉

證易生爭議，予以刪除，其餘第 1 至第 3 款，仍繼續適用，請查照轉知。 
說 明：依據本部 95 年 12 月 15 日內授中民字第 0950721337 號函辦理。  
 

內政部函釋有關市地重劃區原為參與農地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

共同提供之原水路用地，依規定辦理抵充，是否僅限原參加農

地重劃者可減輕共同負擔乙案 

內政部函 臺北市政府等  
95.12.26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7357 號  

 
說 明：查本部 73 年 7 月 2 日台 (73)內地字第 239866 號函釋規定略以：「屬農地

重劃後交由水利會管理，原為參與農地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提供之

原水路用地，仍應依規定抵充為水路用地及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

地」。至是否僅限原參加農地重劃者可減輕共同負擔乙節，案經本部召

開「95 年度市地重劃業務研討會」時提案討論決議，市地重劃區內屬

農地重劃後交由水利會管理，原為參與農地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提

供之原水路用地，依上開函釋規定辦理抵充時，僅限原參加農地重劃之

土地可減輕共同負擔，以符公平原則 (本部 95 年 10 月 5 日內授中辨地

字第 0950726550 號函送「95 年度市地重劃業務研討會」會議紀錄諒達 )。 
 

內政部函釋關於都市計畫主要計畫審定附帶規定另擬細部計畫

並以市地重劃方式整體開發地區，於細部計畫審定發布實施

前，可否核定自辦市地重劃範圍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總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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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2.12 北市地五字第 09533168100 號  
說 明：  

一、  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7312 號函辦理，並檢

送該函影本 1 份。  
二、  副本抄送本府都市發展局、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本處第五

科、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  
附件  
內政部函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等  

95.12.1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7312 號  
主 旨：  關於都市計畫主要計畫審定附帶規定另擬細部計畫並以市地重劃方式

整體開發地區，於細部計畫審定發布實施前，可否核定自辦市地重劃範

圍乙案，復請查照。  
說 明：  

一、  依據本部營建署 95 年 11 月 20 日營署都字第 0950058371 號函辦理，兼

復臺南縣政府 95 年 10 月 31 日府地開字第 0950232957 號函。  
二、  按依本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93 年 11 月 16 日第 597 次會議決議有關「都

市計畫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案件處理原則」，辦理擬定細部計畫及

市地重劃計畫書草案之範圍，均應符合本部都委會審定變更主要計畫草

案之相關規定。又査市地重劃實施辦法第 7 條第 2 項規定略以：「都市

計畫指定整體開發之地區，其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者，應以都市計畫指

定整體開發地區為重劃地區範圍」。故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於細部計

畫審定前，申請核定之重劃範圍，如符合該地區主要計畫草案審定之範

圍，則可據以核定重劃範圍，惟應待細部計畫草案完成審定後，始能依

據審定之細部計畫草案內容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概略面積等)，擬

具市地重劃計畫書，並依本部都市計畫委員會第 597 次會議決議之處理

程序辦理。  
 

內政部令為修正有關「不動產估價師證書」、「不動產估價師開

業證書」、「不動產估價師證書申請書」及「不動產估價師開業

證書申請書」格式，並自 96 年 1 月 1日生效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95.12.19 北市地二字第 09533243300 號  

說 明：  
一、  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4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962791 號函辦理。  
二、  副本抄送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臺北市不動產估價師公

會及本處第二科 (以上均含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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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政府地政處等  

95.12.14 台內地字第 09501962791 號  
主 旨：本部業以中華民國 95 年 12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83063 號令修正「不

動產估價師證書」、「不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不動產估價師證書

申請書」及「不動產估價師開業登記申請書」格式，並自 96 年 1 月 1
日生效。檢送前開令及其附件影本各乙份，請查照。  

附件 2 
內政部令  

95.12.8 台內地字第 0950183063 號  
修正「不動產估價師證書」、「不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不動產估價師證書申請

書」及「不動產估價師開業登記申請書」格式，自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一月一

日生效。  
附修正「不動產估價師證書」、「不動產估價師開業證書」、「不動產估價師證書申

請書」及「不動產估價師開業登記申請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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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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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領取辦法第

4條第 1 項執行疑義乙案 

臺北市政府函 臺北市政府交通局等  
95.12.26 府授地四字第 09507031900 號  

說 明：  
一、  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9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84280 號函副本辦理，隨文

檢送上開號函影本乙份。  
二、副本連同附件抄送本府法規委員會（請刊登市府公報）、本府地政處土

地開發總隊、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本府地政處第一科、本府地政處第五

科、本府地政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  
附件  
內政部函 經濟部等  

95.12.19 台內地字第 0950184280 號  
主 旨：有關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領取辦法第 4 條第 1

項執行疑義乙案，請查照轉知。  

說 明：  

一、依據本部 95 年 5 月 1 日召開「研商本部訂定『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

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領取辦法』第 4 條第 1 項執行疑義及其相關解釋

函令檢討會」會議紀錄結論（五）辦理。  
二、  按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領取辦法第 4 條第 1 項

修正條文「徵收計畫範圍內已辦滅失登記之土地，已回復原狀者，經原

土地所有權人辦理所有權回復登記後，依登記標示及權利辦理徵收補

償。但其部分回復原狀者，僅就回復部分之登記面積及權利辦理徵收補

償。」業經本部 95 年 11 月 2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61622 號令發布，合

先敘明。為明確規範徵收計畫範圍內已辦滅失登記之土地如何認定回復

原狀範圍、認定機關及其申辦程序，於前揭會議，經邀集經濟部水利署、

交通部國道新建工程局、交通部公路總局、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北市

政府及部分縣（市）政府會商獲致結論：  
(一 ) 查「私有土地，因天然變遷成為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時，其所有權

視為消滅。前項土地，回復原狀時，經原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者，

仍回復其所有權。」為土地法第 12 條所明定。又行政院訂頒關於

水道浮覆地及道路溝渠廢置地所有權歸屬處理原則第 3 點規定「水

道浮覆地原為私有部分：水道浮覆地原屬私有者，除已由政府徵收

補償或給價收購（包括日據時期給）外，於土地回復原狀時，不論

係天然或人為之原因，均應准由原所有權人依土地法第 12 條第 2
項規定申請回復其所有權。回復請求權時間以水道區域線公告後起

算。」及河川管理辦法第 6 條規定「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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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覆地：指河川區域土地因河川變遷或因施設河防建造物，經公告

劃出河川區域以外。」，故有關已辦滅失登記之土地已回復原狀者

之認定如下：  
１、所稱已辦滅失登記之土地，係指土地登記簿記載有土地滅失登

記之土地（含日據時期已辦滅失登記者）。  

２、屬水道河川浮覆地之回復者，其回復範圍之認定，不論係天然

或人為之原因，指河川區域土地因河川變遷或因施設河防建造

物，經公告劃出河川區域（水道）治理計畫用地範圍線外之回

復事實狀態；其回復之認定權責機關為水利主管機關。  
３、非屬水道河川浮覆地之回復者，除法令另有規定外，其回復之

認定權責機關為地政主管機關。  
４、水道河川浮覆地之回復申請，經土地所在登記機關受理並查明

申請人符合資格者，於辦理複丈時，應通知申請人及水利主管

機關到場指認浮覆地範圍後據以施測。  
５、水道河川浮覆地之所有權回復登記請求權時效，依行政院 74 年

1 月 10 日台 74 內字第 542 號函及河川管理辦法第 10 條規定，

以河川區域（水道）治理計畫用地範圍線公告日起算 15 年請求

權時效為之；非屬水道河川浮覆地者，其所有權回復登記請求

權時效之起算，以發生回復事實狀態為準。  
(二 ) 有關「土地或土地改良物徵收補償費核計核發對象及領取辦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徵收計畫範圍內已辦滅失登記之土地，已回復原狀

者，其辦理徵收補償程序如下：  
１、由原土地所有權人或其全體繼承人依規定申請土地複丈，辦理

所有權回復登記。  
２、土地屬日據時期滅失，於光復後未辦總登記者，應辦理土地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  

３、需用土地人查明滅失土地已辦竣所有權回復登記後，應依回復

之標示及權利辦理徵收補償事宜。  
 

內政部函釋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 51 條第 1項、第 2項規定

有關區段徵收範圍外之聯外道路用地徵收費用及其工程費用，

得否納入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之原則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政府土地開發總隊  
95.12.22 北市地五字第 09507034300 號  

說 明：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4882 號函辦理。  
附件  
內政部函 臺中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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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2.19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4882 號  
主 旨：貴府函為貴縣太平市新光地區區段徵收區外之聯外道路用地徵收費用及

工程費用，得否納入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乙案，復請查照。  
說 明：  

一、  復貴府 95 年 12 月 l 日府地區徵字第 0950303751 號函。  
二、  查主管機關辦理區段徵收開發，得以列入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之項目，

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 51 條已有明定，其中第 l 項之「徵收土地之

現金補償地價」，係指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之地價補償費。本案聯外道

路土地係位於區段徵收範圍外，依法自不得將用地徵收費用列入區段徵

收開發總費用，本部 95 年 11 月 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3287 號函

復貴府有案，合先說明。  
三、又前開同條文第 2 項之「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必要公共設施之全部或部

分費用」，究其立法意旨，係指區內道路、溝渠、橋樑、雨污水下水管

道、鄰里公園、廣場、綠地及兒童遊樂場等以外之公共設施，如經直轄

市或縣 (市 )主管機關認定在不影響區段徵收財務計畫、對區段徵收區未

來發展有直接受益，及能促進區段徵收區公共設施整體性建設等原則

下，得將其全部或部分費用納入開發總費用。本案聯外道路之工程費用

得否列入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乙節，請貴府本上開原則依實際作業情形

予以認定。  
 

本處修正「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興辦公共工程價購私有

土地作業注意事項」，並自即日起開始施行乙案 

臺北市政府函 臺北市政府都市發展局等  
95.12.18 府授地四字第 09533135600 號  

說 明：副本抄送本市議會（依本府 88 年 7 月 26 日府法秘字第 8805205800 號

函轉 貴會 88 年 7 月 20 日議法字第 2261 號函辦理）、本府法規委員會、

本府秘書處（請刊登市府公報）、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

本處土地開發總隊。  
附件  

臺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興辦公共工程價購私有土地作業注意事項  
一、臺北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加速辦理公共設施用地取得，促進市政建設發展，

特訂定本注意事項。本注意事項未規定之事項，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二、用地範圍未經依都市計畫逕為分割者，用地單位應將用地範圍於地籍圖及地形圖上

標明，連同樁位資料送交本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總隊辦理地籍檢測及逕為分割作業。 
三、調查價購土地地籍資料，俾憑繕造價購土地清冊。  

（一）至地政事務所申請登記謄本查明下列事項： 
1. 土地標示：應將各地號土地之坐落、面積、地目詳細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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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權屬：所有權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及權利範圍。 
3.他項權利登記、限制登記及其他登記事項之詳細內容。 
4.地價資料：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二）調查其他須查明事項： 
1. 擬價購土地為田、旱地目者，如於登記謄本註明有耕地三七五租約者，逕

洽區公所查明訂立耕地三七五租約情形。 
2. 洽本府都市發展局申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3. 洽本府地政處查明年度加成補償標準。 

四、查明土地使用現況-土地上有建築改良物者（以下簡稱建物）須查明其種類、數量、

價值、權屬等事項及有無出租他人使用及其承租人資料；有農作改良物者（以下簡

稱農作物），須查明其種類、面積、價值、權屬等事項，並查明有無訂立耕地三七五

租約情形，俾憑繕造價購土地地上物清冊。 
五、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召開協調會協議價購事宜，協議成立經簽報核准後通知土地所有

權人簽訂買賣契約；如價購土地上有地上物（建物及農作物）者，通知建物所有權

人或土地使用人協議拆遷補償事宜，協議成立經簽報核准後簽訂契約。並於辦理所

有權移轉登記完畢後於約定期限內發放地價及地上物價款。 
六、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簽訂契約： 

（一）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簽訂契約時，用地單位應備妥登記申請書一份，買賣契約書

一式二份。 
（二）於簽訂契約時，得規定期限令土地所有權人及土地使用人自動遷移點交。 
（三）土地所有權人須檢具有關身分證明文件、印鑑證明及其他依法令應提出之證明

文件（詳如附表一），俟審核無誤後，再辦理簽約手續。 
（四）擬價購土地如屬未辦繼承登記者，須由全體繼承人至轄區地政事務所辦竣繼承

登記後，以繼承人名義辦理簽約手續。 
（五）擬價購之土地如有訂立耕地三七五租約或土地上建物有出租情事者，該所有權

人應檢附終止租約證明以辦理簽約。 
（六）擬價購之土地如有設定抵押權、地上權……等他項權利登記，限制登記及其他

登記之情形者，於辦理簽約時，所有權人應檢附塗銷證明文件。 
七、用地單位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簽訂契約時，應於三十日內以價購補償地價清冊向土地

所屬稅捐分處辦理現值申報，稅捐分處經審核符合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第三項規定

免徵土地增值稅，於清冊加蓋免徵土地增值稅及有無欠稅費戳記後，交還原用地單

位。如土地所有權人自願按公告土地現值之價格售與用地單位者，亦同。 
八、（一）用地單位價購土地應於訂立契約後三十日內辦理土地或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 

，並依土地法第七十六條規定按買賣價值千分之一繳納登記費及土地權利書狀

費。 
（二）辦理土地（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時，應檢具申請書一份、買賣契約書一式二

份及土地所有權人身分證明文件、印鑑證明、繳稅證明（或免稅證明）及其他

依法令應提出之證明文件（如簽訂契約時原土地所有權人檢具之文件），並於

申請書、契約書上權利人（買受人）欄加蓋用地單位或管理單位印信，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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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出賣人）欄須加蓋原土地所有權人印鑑章；經全部審核無誤後，始可至轄

區地政事務所申請辦理。 
九、價購土地流程表如附表二。 
附表一  

臺北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興辦公共工程價購私有土地應備文件參考表  

名稱 應  備  文  件 備    註 
一 

、 

自 

然 

人 

身分證明文件： 
國民身分證（另應予影印數份作為送辦登記之

用） 
未在國內設籍之華僑，應附華僑身分證明書（見

備註 2） 
未成年人或受監護人應加附法定代理人或監護

人之身分證明 
外國人應附國籍證明文件，如護照、外僑居留證

未親自出席者，應加附授權書（或委任狀） 
印鑑證明 
印鑑證明書（見備註 3.4） 
檢附駐外單位簽發之授權書者，應添附被授權人

之印鑑證明 
限制行為能力人應檢附法定代理人之印鑑證明

監護人處分受監護人之財產時應檢附親屬會議記

錄，但監護人為未成年人之同居祖父母或禁治產人

之父母時不適用之 
 土地所有權狀（見備註 5） 
 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塗銷證明文件 

法定代理人處分未成年人

不動產時應簽註確為未成

年人之利益處分 
華僑身分證明書有效期限

為一年 
僑委會簽證之印鑑證明其

有效期限為一年 
外國人檢附該國核發之印

鑑證明，應經我國駐外機

構之證明或認證 
權狀遺失者，應檢附權狀

滅失事實之保證書或切結

書 

二 

、 

祭 

祀 

公 

業 

派下員全員證明書、規約書（無者免附）及民政機

關（單位）核備文件 
管理人之資格證明、印鑑證明及戶籍謄本或國民身

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派下員大會（或派下總會）處分決議記錄或派下

員同意處分之同意書 
土地所有權狀（見備註） 
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塗銷證明文件 

權狀遺失者，應檢附權狀滅

失事實之保證書或切結書 

三 

、 

神 

明 

會 

會員全員證明書、規約書（無者免附）及民政機關

（單位）核備文件 
管理人之資格證明、印鑑證明及戶籍謄本或國民身

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同意處分會員之資格證明、印鑑證明及戶籍謄本或

權狀遺失者，應檢附權狀滅

失事實之保證書或切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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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應  備  文  件 備    註 
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土地所有權狀（見備註） 
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塗銷證明文件 

四 

、 

寺 

廟 

已為寺廟登記之寺廟 
寺廟登記證 
信徒名冊 
代表人（管理人或管理委員會主任委員或住持）

之資格證明及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

口名簿影本 
信徒大會決議處分紀錄並速請其主管機關許可

（或核准）處分或變更之證明 
代表人及寺廟之印鑑證明 
土地所有權狀（見備註） 
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塗銷證明文件 

未為登記之寺廟視其性質依有關規定辦理 

權狀遺失者，應檢附權狀滅

失事實之保證書或切結書 

五 

、 

法 

人 

社團法人 
一般社團法人 
代表人之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 
代表人及法人之印鑑證明 
法人登記證及代表人之資格證明 
社員之資格證明 
社員大會處分紀錄 
主管機關核准處分之證明文件 
土地所有權狀（見備註 1） 
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塗銷證明文件 

公司 
代表人之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口

名簿影本 
代表人之資格證明 
公司之登記證明文件 
公司及代表人之印鑑證明 
土地所有權狀（見備註 1） 
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塗銷證明文件 

財團法人 
代表人之戶籍謄本或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

簿影本 

權狀遺失者，應檢附權狀

滅失事實之保證書或切結

書 
土地所有權人為公司時，

應簽註已依公司法規定之

處分程序處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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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應  備  文  件 備    註 
代表人及法人之印鑑證明 
法人登記證及代表人之資格證明 
董事會處分不動產之會議紀錄 
主管機關核准處分之證明文件 
土地所有權狀（見備註 1） 
他項權利及限制登記塗銷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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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價購土地流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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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為修正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規範第

430 頁之「複丈定期通知書（表 9-167）」，並自中華民國 96 年 1

月 1日生效乙案 

臺北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北市各地政事務所  
95.12.18 北市地資字第 09507005700 號  

說 明：  
一、  依內政部 95 年 12 月 15 日台內地字第 0950194671 號函辦理，隨文檢送

上開號函及附件影本乙份。  
二、  副本抄送本處第一科、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令月報）。  

附件 1 
內政部函 各縣（市）政府、各直轄市政府  

95.12.15 台內地字第 0950194671 號  
主 旨：  修正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規範第 430 頁之「複丈定期通

知書（表 9-167）」格式如附件，並自中華民國 96 年 1 月 1 日生效，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說 明：  依地籍測量實施規則增訂第 211 條之 1 之立法說明辦理，並檢附該立法

說明影本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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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十二）複丈定期通知書（表 9-167）  

00 市、縣（市）   土地複丈 
    000 地政事務所（局）  （     ）定期通知書 

               建物測量 
申請人：000000 
住所：000000000000000000 
電話：（XXXX）XXXXXXXX 
Δ代理人：000000 
收件字號：000 字第 XXXXX 號 

土地坐落：000000000000000000 
地號：XXXX-XXXX 等 XX 筆 
建號：XXXXX-XXX 等 XX 筆 

申請事由：00000000000000000000 
複丈（測量）日期：XXX 年 XX 月 XX 日 XX 時 XX 分 
測量員姓名：000000 
通知日期：中華民國 XXX 年 XX 月 XX 日 
＃  關係人姓名：000000 

住所：000000000000000000 
指定會合 
地點 

（1）現場（2）本所測量課（3） 

通知目的 希申請人、關係人準時到達會合地點辦理複丈（測量） 

注 
 
 
 
 
意 

一、申請人於複丈（測量）時應到場，並攜帶身分證明文件。 
二、申請人屆時不到場或不依規定埋設界標時，依照地籍測量實施規則第

211 條（第 264 條）規定，視為放棄複丈（測量）之申請，已繳規費不

予退還。 
三、如遇風雨或其他事故不能實地複丈（測量）時，另行定期通知。 
四、關係人請於複丈日期前，以電話：（XXXX）XXXXXXXX 聯繫測量員

了解案件是否有經申請人撤回之情事。 
五、測量員逾測量時間仍未到場測量時，請致電：（XXXX）XXXXXXXX

詢問。 
六、本件除依規定繳納規費外，不另收取其他費用。 

測量人員  課長  首長  

備註：本表共二聯，一為通知聯，一為存根聯，通知聯請設計申請人姓名位於明顯處，

以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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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行條文 說                明 

第二百十一條之一  撤回複丈之

申請，應於複丈前以書面向登記

機關提出。但屬有需通知前條第

三項關係人之案件，應於原定複

丈日期三日前為之。 

 一、本條新增。 
二、移列現行第二百十一條第二項但書

之規定至本條。茲以登記機關辦理複

丈業務需進行相關作業準備，並考量

申請人之撤回權利，是以有關撤回複

丈之申請，應於實施複丈前以書面提

出。其屬第二百十一條第三項之情形

因需通知關係人，登記機關需有作業

時間，爰訂定但書規定，另為避免關

係人可能未及通知造成不便，應於土

地複丈定期通知書加註，請關係人於

複丈時間前以電話聯繫承辦人是否

案件有撤回之情事等文字，以資周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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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年 12 月 

法律常識 

易科罰金，新法比舊法條件寬多了 

曾永盛的母親有一位同事周阿姨，星期天下午來曾家找曾永盛的母親閒話家常，兩

人本來在客廳輕聲細語聊得很起勁，不知道什麼原因觸動這位周阿姨的心事，一時情緒

失控就啜泣起來。看到客人就快閃，躲進小房間內看書的曾永盛，聽到外面的哭泣聲，

不敢放膽開門一探究竟，心想女人本來就愛哭，遇到小事眼淚就會奪眶而出。周阿姨與

母親在一處，就算有大事也會化成小事，小事便會變成無事。這時候開門出去，反而會

讓局面更尷尬。便假裝沒有聽到，繼續看他的書，直到周阿姨離開他家，才迫不及待走

出房間，問他母親剛才周阿姨哭的原因？母親告訴他：周阿姨的先生可說是什麼都好，

就是對酒特別感到興趣。只要有機會就要喝上兩杯。兩杯黃湯下肚，就把「開車不喝酒，

喝酒不開車」這句金玉名言拋到腦後，硬是撐著要把開過去的汽車開回家。去年曾經有

過這個危險的動作，中途被警方攔截查到，起訴以後，幸虧遇到好心的法官同情他是初

犯，只判他新臺幣九千元的罰金。繳過罰金只有短短的幾個月，又是酒後駕車被警方查

到，未來怎麼有臉再去要求法官同情。周阿姨想到會哭的是萬一法官認為她的先生一再

犯錯，到了不可藥救的地步，判他有期徒刑讓他坐牢去反省，這就有可能丟掉目前的工

作，影響到一家的生計。 

曾永盛聽母親這樣說，知道周阿姨哭的原因並不是什麼了不起的大事，這些她想到

的問題，會不會到來也是未定之天，值不得現在就去煩惱。便問母親周阿姨有沒有憂鬱

症？母親告訴他，她對周阿姨有沒有憂鬱症，不是很清楚，以她的舉動來看，的確是想

得多一點，實在用不著為一些還未到來的事情先尋煩惱，我就是用這些話勸她，而且要

她好好地勸導先生，不再去碰那會使他失去工作的酒。若還是不信邪，繼續喝他的酒又

開他的車，法院的判決鐵定會一次比一次重！ 

***        ***         ***        ***        *** 

曾永盛口中的周阿姨的先生，酒後駕駛汽車被警方查到，如果查獲當時警方對他作

過酒精濃度的試測，測得的數據酒精濃度呼氣時達到每公升零點五五毫克，或者血液中

酒精濃度達到零點一一％以上，是可以認定這個人已經達到「不能安全駕駛動力交通工

具而駕駛」的程度，可以依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的犯罪嫌疑移送法辦。為什麼會用

這兩種數據作為移送的標準呢？這是根據國外先進國家包括美國與德國的研究所得到的

結論，認為飲酒的機動工具駕駛人，酒精濃度達到上面列舉的數值，肇事率是一般正常

人的十倍。目前司法實務上就是參考這兩項酒精值的數據，作為移送法辦的標準。酒精

值達這兩種標準之一，就認為具備不能安全駕駛機動交通工具的要件，酒精值雖然在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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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值以下，如果輔以其他客觀事實，像走路不穩等等，也得作為不能安全駕駛的判斷，

都可以移送法辦，由法院判處刑罰。 

服用酒類，不能安全駕駛動力交通工具而駕駛，所觸犯的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

三的罪，這是民國八十八年四月二十一日才公布施行的新罪，這條新罪的性質屬於抽象

危險犯，不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只要喝過酒，酒精值到達一定的程度還去駕駛機動

車輛，包括汽車和機車，犯罪便告成立。由於這罪的法定本刑是一年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新臺幣九萬元（依修正後新法換算）以下罰金。在刑法上屬於輕微的犯罪。法官遇

到這類案件，都會從輕量刑。如果犯罪情節並不嚴重，科處罰金便是首選。不過，法定

金額內的罰金，就算罰金多一點，對開得起自用車的人來說，算不上什麼？很難從處罰

中得到該有的教訓。因此，罰了一次又再被罰，愈罰愈重的情形，並不少見。曾永盛那

位阿姨擔心她不知自愛的丈夫，會被法官判處徒刑，事實上是有可能。不過酒醉駕車的

罪最重的法定本刑是一年以下有期徒刑，傳統上法官量刑很少有大滿貫出現，通常都是

從低度或者中度量刑，除非伴隨其他難以諒解的因素，法定本刑一年以下的有期徒刑，

如果判處六個月以下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般說來已經不算輕了。果真如此，還不要

急著要去坐牢，因為在這限度內的刑期符合修正後的刑法第四十一條得易科罰金的規

定，法院的判決主文，會依刑事訴訟法第三百零九條第二款的規定記載：「如易科罰金，

其折算之標準。」法院所宣示的標準從何而來呢？這又得從刑法第四十一條中找依據，

因為這法條中明定：易科罰金，以新臺幣一千元、二千元或三千元折算一日。究竟要多

少元來折算一天，由法官在判決主文中載明。 

 

 

財產申報 

辦理土地申報時常見錯誤態樣 

常見錯誤態樣： 

1. 誤以為土地為上面沒有建物才算土地：部分申報人僅申報房屋未申報土地，是錯

誤觀念，應一併申報。 

2. 因不知地籍重劃而仍以舊謄本申報：原則上只要能證明不動產之同一性，即可認

為誠實申報；惟仍請申報人以最新之資料加以申報，以利後續之電腦比對，並可

減少事後說明之累。 

3. 誤將數筆不動產面積及持分合併申報：（1）每筆不動產須單獨申報，亦不可逕將

持分乘以面積而為申報。（2）請依申報表格式逐一填載，以減少事後說明之煩。 

4. 誤認繼承不動產毋庸申報：我國採當然繼承主義，事後之繼承登記僅具「宣示之

效力」，亦即不動產在辦理繼承登記前，仍為全體繼承人之「公同共有」，請一併

申報。 

5. 不動產已滅失但未辦理註銷登記：請申報時於備註欄說明並於事後說明時提出滅

失之證據（如照片或事後補辦註銷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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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已經繼承取得之土地，未辦理繼承登記及分割登記，但有「分管」之事實，應填

寫於第十二項「備註」欄內。 

 

機關安全維護及公務機密維護 

如何防止電腦資訊洩密 

一、資料輸入時：有些機關的資料輸入是委外處理的，但是在委外過程中要考慮到那些

資料適合委外，那些資料不適合，其次若要委外應要考慮如何做，讓資料不易外洩，

例如一些資料可用代碼、代號方式儲存。而且可以把資料分成兩部分交給兩個人繕

打，或可以把重要的資料挑出自行繕打，以防止資料外洩。這都是資料輸入時要考

慮的，在輸入時儘量不要把每一項目資料都告知輸入人員，以提高安全性。 

二、資料核校時：資料核校檢查為輸入資料時一個必要的手續，若核校時為同一人則容

易發生弊端，所以核校時最好交叉換人核校、換單位核校，這樣可以從核校檢查中，

發現是否有人為故意修篡或蓄意破壞，以防止個人資料錯誤引用，而影響當事人之

應有權益。 

三、資料運用時：電腦的資料都是供人運用的，問題就在於是不是提供給合適的人來使

用，使用者是否係針對工作需要，且符合法令之授權，若提供服務給不適當的人易

造成洩密。所以使用電腦資料時，權限一定要劃分清楚，那一部門，那一單位對那

些資料有何種權限等，如讀的權限、寫的權限或改的權限。其次過時資料也必須有

自動處理的管理方式，如繳回、刪除等。 

四、資料輸出時：輸出可分螢幕上及報表上的輸出，螢幕輸出時，因機密資料顯示於螢

幕上，必須將作業結束，關機後才能離開電腦。報表列印要管制，拿報表之人要簽

名負責，在報表上要註明是否為機密資料，用完要作登錄繳回、銷毀等處理措施，

如確有必要，使用單位及使用者、均可印於報表上。 

五、資料傳輸時：傳輸包括線上傳輸、磁帶傳輸、磁片傳輸。一般而言是希望單位內使

用的磁片、磁帶不要流到外面，以防資料外洩。另可設計磁片只能專用於本單位，

而無法在外單位使用及加強辦公室傳輸媒體之管理方式等。有線傳輸時可以考慮加

一些保密器、加碼軟體等技術，以確求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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