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7年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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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業經內政部 97
年 8 月 1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920 號令修正發布（97HACZ01） .......  1 

（四）地用法規（缺） 
（五）重劃法規（缺） 
（六）地價法規（缺） 
（七）徵收法規（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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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三）地籍法令 

‧ 內政部函為農業發展條例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農舍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

相關執行事宜乙案（97HBCB02） .....................................................................16 
‧ 「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列冊管理作業要點」，業經內政部 97 年

8 月 6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23026 號函修正，並自即日起生效乙案

（97HBCC03） ....................................................................................................17 
‧ 內政部函為 3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設定之抵押權，嗣因抵押權人死亡，繼

承人於 38 年後辦理繼承登記，該抵押權是否仍屬地籍清理條例第 28 條應

清理之範圍乙案（97HBCD04） .........................................................................21 
‧ 內政部函為香港商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因概括承受中華商業

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資產、負債及營業而申辦抵押權移轉登記乙案

（97HBCD05） ....................................................................................................21 
‧ 內政部檢送研商「地政機關辦理權利人為金融機構、義務人為自然人或公

司法人，申辦抵押權或內容變更登記，應否檢附義務人印鑑證明相關事宜」

會議紀錄乙案（97HBCD06） .............................................................................22 
‧ 內政部函為共有土地設定有 3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抵押權登記，其清查公

告是否須張貼於所有共有人住所地之村（里）辦公處等疑義乙案

（97HBCD07） ....................................................................................................24 
‧ 本市原屬第三種住宅區、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經變更為第三種商業區（原屬

住 3）及第三種商業區（原屬住 3-1），是否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3 條規定為

不同土地使用分區之界線，需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逕行辦

理地籍測量及分割登記疑義乙案（97HBCJ08） ...............................................25 



 2

‧ 本府產業發展局函為土地興建農舍後申請分割乙案（97HBCJ09） .................27 
‧ 修正臺北市政府地政處「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民眾以匯款方式繳納地

政規費辦理須知」如附件，並自即日起施行（97HBCO10） ...........................27 
‧ 修正臺北市政府地政處訂頒之「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退還地政規費作業注

意事項」如附件，並自即日起施行（97HBCO11）...........................................29 
‧ 「測繪成果申請使用辦法」業經內政部於 97 年 7 月 29 日以台內地字第

0970123687 號令訂定發布（97HBCZ12） .........................................................40 
‧ 有關地政士代理申辦土地登記申請案，由僱用之登記助理員領件，仍請依

現行作業方式，持憑原申請案件之收件收據及代理人（或複代理人）原收

件印章辦理領件手續（97HBCZ13） ..................................................................42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取得時點乙案（97HBCZ14） .....42 
‧ 內政部函釋有關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 87 條規定辦理清算登記相關事

宜乙案（97HBCZ15） .........................................................................................43 
‧ 檢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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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第

10 次）會議紀錄乙份（97HBCZ16） .................................................................44 
‧ 「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測量技師簽證規則」，業經內政部會銜行政院公

共工程委員會於 97 年 8 月 20 日以台內地字第 0970122441 號及工程企字

第 09700301441 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附發布令（函附件）乙份（97HBCZ17）
.............................................................................................................................51 

‧ 內政部檢送「97 年版地政法令彙編—登記類」第二次會議紀錄乙案

（97HBCZ18） ....................................................................................................60 
（四）地用法令（缺） 
（五）重劃法令 

‧ 內政部函轉財政局為市地重劃區重劃後宗地第一次移轉時土地漲價總數

額之計算乙案（97HBEB19） .............................................................................99 
（六）地價及土地稅法令 

‧ 有關本市北投區○○段○○小段 375 地號等 7 筆土地合併，土地所有權人

李○○合併前後價差超過參與合併土地其合併前土地現值最低者，應否申

報移轉現值乙案（97HBFB20）........................................................................100 
‧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函為執行機關因國稅租稅債權執行被繼承人之不動

產，國稅局代辦繼承時，函請該處核發同意移轉證明書，依財政部 97 年 6
月 2 日台財稅字第 09700091800 號令規定，該處所屬分處得核發同意移轉

證明，並檢附樣張 1 份乙案（97HBFF21） .....................................................101 
（七）徵收法令（缺） 
（八）地政資訊相關法令 

‧ 「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5 點、第 6 點規定，業經內政部

97 年 8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32202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含

附件）乙份（97HBHF22） ...............................................................................103 



 3

‧ 函轉內政部 94 年 8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0940070254 號、96 年 8 月 1 日台

內地字第 0960116350 號及 95 年 3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0950050264 號等 3
號函（如附件），自「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97 年 8 月 21 日修正發布

之日起停止適用（97HBHF23） .......................................................................109 
‧ 修訂「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暨所屬所隊電腦軟硬體使用管理要點」及「臺北

市政府地政處暨所屬所隊電腦機房管理要點」，並自即日起實施

（97HBHF24） ..................................................................................................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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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淺析公務員收受不正利益案（97HHAZ25） ....................................................137 

（二）財產申報 
‧ 辦理「存款」申報時常見錯誤態樣（97HHBZ26） .........................................138 

（三）廉政法制（缺） 
（四）反貪作為（缺） 
（五）獎勵表揚廉能（缺） 
（六）機關安全維護及公務機密維護 

‧ 公務電腦系統之通行密碼可否告知他人？（97HHFZ27）..............................138 



 4

 
 

 



 

 1

「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業經內

政部 97 年 8月 1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920 號令修正發布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所屬各所隊 
97.8.15 北市地一字第 09732012100 號 

說 明： 
一、 依內政部 97 年 8 月 1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9205 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

及其附件影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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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法規委員會（請函送本府秘書處刊登市府公報）、民政

局、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第三科及第一科。 
附件 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等 

97.8.11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9205 號 
主 旨： 「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業經本部於 97 年

8 月 11 日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920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含附

件）1 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附件 2 
內政部令 

97.8.11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920 號 
修正「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 
 附修正「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 

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7 年 8 月 1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920 號令 
【主旨】修正「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 
【說明】修正「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並自即日起生

效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土地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四條之二規定定之。 
第二條  下列各款不動產糾紛案件，依本辦法調處之： 

一、本法第三十四條之一第六項規定之共有物分割爭議。 
二、本法第四十六條之二規定之地籍圖重測界址爭議。 
三、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之土地權利爭議。 
四、本法第一百零一條規定之房屋租用爭議。 
五、本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之建築基地租用爭議。 
六、本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定之耕地租用爭議。 
七、本法施行法第三十條規定之有永佃權土地租用爭議。 
八、地籍清理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及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之土地權利價金發

給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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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條規定之神明會申報涉及土地權利爭議。 
十、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之更正神明會現會員、信徒名冊或土地清

冊涉及土地權利爭議。 
十一、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之土地權利塗銷登記爭議。 
十二、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之抵押權塗銷登記爭議。 
十三、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九條規定之地上權塗銷登記爭議。 
十四、地籍清理條例第三十條規定之查封、假扣押、假處分塗銷登記爭議。 
十五、地籍清理條例第三十六條規定之寺廟或宗教團體申報發給更名證明爭

議。 
十六、地籍清理條例第三十八條規定之寺廟或宗教性質之法人申購土地權利

爭議。 
十七、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五條規定之土地總登記爭議。 
十八、土地登記規則第八十四條規定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爭議。 
十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百十八條第四項規定之時效取得地上權登記爭議。 

第三條  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置委員十一人至

十三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首長或其指派之人員兼

任；其餘委員分別就下列人員派兼或遴聘之：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業務主管一人。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營建業務主管一人。 
三、直轄市、縣（市）政府民政業務主管一人。 
四、直轄市、縣（市）政府法制業務主管一人。 
五、直轄市、縣（市）地政事務所主任一人。 
六、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代表一人。 
七、具有地政、民政、營建或法律等專門學識經驗之人士三人至五人。 
八、地方公正人士一人。 
委員任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關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 
委員出缺時，直轄市、縣（市）政府首長得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期至原委

員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第四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首長就相

關業務人員派兼之，辦理本會幕僚事務。 
第五條  本會委員會議以主任委員為會議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

定委員一人代理之。主任委員不克指定時，由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席。 
第六條  本會非有過半數委員之出席不得開會，並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

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 
委員應親自出席前項會議。但由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如未能親自出席時，

得指派代表出席，並通知本會。 
前項指派之代表列入出席人數，並參與會議發言及表決。 

第七條  本會委員對其本身具有利害關係之議案，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調處。 
第八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 
第九條  本會召開會議時，應通知當事人列席陳述意見，並得依需要邀請有關機關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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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列席。 
第十條  本會對外行文，以直轄市、縣（市）政府名義行之。 
第十一條  本會所需經費，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二條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為辦理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十一款至第十四

款及第十七款至第十九款之不動產糾紛案件，得依所轄之行政區域分設區域性

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置委員七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地政業務主管兼任，其餘委員分別就下列人員派兼或遴聘之： 
一、直轄市、縣（市）地政事務所主任一人。 
二、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主席一人。 
三、具有地政、營建及法律等專門學識經驗之人士各一人。 
四、地方公正人士一人。 
區域性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之委員任期、出缺補聘、事務、無給職及會

議，準用第三條第二項、第三項、第四條至第九條規定；其對外行文，以各該

直轄市、縣（市）政府名義行之。 
第一項調處所需經費，由各該直轄市、縣（市）政府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三條  不動產糾紛案件，除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八款至第十九款之不動產

糾紛案件得由該管登記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主動移送調處外，當事人

一造應具備下列文件向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並按對造及

權利關係人人數，提出繕本。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三、委託書（委託他人代為申請時檢附）。 
四、爭議要點及調處建議方案。 
五、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第十四條  辦理不動產糾紛調處程序如下: 
一、收件。 
二、計收調處費用。 
三、審查。 
四、召開調處會議。 
五、作成調處結果。 
六、函送調處紀錄表。 
前項審查時，得請不動產所在地之登記機關先行派員實地勘測或召開前置

會議。 
第十五條  申請調處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以書面敘

明理由，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 
一、申請書格式不合或所提出之證明文件不符或欠缺。 
二、申請書記載事項與土地、建物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 
三、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 
四、調處當事人為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能力人，而未由法定代理人代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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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依規定繳納調處費用。 
第十六條  申請調處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以書面敘

明理由駁回之： 
一、非屬第二條之不動產糾紛事件。 
二、調處事件不屬受理機關管轄。 
三、曾依本辦法申請調處並作成調處結果。 
四、已訴請法院審理或調處標的為確定判決、調解或和解之效力所及。 
五、土地登記簿住址空白或不全，致權屬無法查明。 
六、登記名義人死亡，其繼承人有無不明致無法通知。 
七、申請人未於前條規定期限內補正或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 
八、其他依法律規定不得辦理。 

第十七條  本會或區域性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應訂定調處時間，書面通知當事人到

場進行調處，並將文件繕本一併送達於對造及權利關係人。當事人應攜帶身分

證明文件親自到場；當事人如不能親自到場，得出具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到場

進行調處。 
前項調處應自接受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辦理之，必要時得視實際需要情形

予以延長。 
第十八條  調處時，先由當事人試行協議，協議成立者，以其協議為調處結果，並作

成書面紀錄，經當場朗讀後，由當事人及調處委員簽名或蓋章。 
前項調處有多數當事人時，兩造各得推舉一人至三人試行協議。 
第一項達成協議之調處，其調處紀錄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登記機關。 

第十九條  當事人依前條試行協議未成立或任何一造經二次通知不到場者，本會或區

域性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應就有關資料及當事人陳述意見，予以裁處，作成

調處結果。 
申請調處之案件，已向登記機關申請登記者，應依調處結果，就申請登記

案件為准駁之處分。 
第一項調處結果，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通知書應載明當事人如不服調處

結果，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應於接到通知後十五日內，以對造人為被告，訴

請法院審理，並應於訴請法院審理之日起三日內將訴狀繕本送該管直轄市、縣

（市）政府，逾期不起訴或經法院駁回或撤回其訴者，經當事人檢具相關證明

文件，以書面陳報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依調處結果辦理。 
第二十條  當事人持憑調處紀錄申請登記時，登記機關應函詢該管直轄市、縣（市）

政府該案有無訴請法院審理。 
調處結果，涉及對價或補償者，於申請登記時，應提出已受領或已提存之

證明文件，並於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受領之對價或補償數額如有錯誤，由申請人

自負法律責任，並簽名。 
當事人之一不服調處結果，於前條規定期間內訴請法院審理者，登記機關

應駁回第一項登記申請案。 
第二十一條  申請調處第二條第一款及第四款至第七款之不動產糾紛調處案件，每件

調處案申請人應繳納調處費用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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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調處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八款至第十九款之不動產糾紛調處

案件，免收調處費用。 
調處需勘測者，其費用由當事人核實支付。 
申請人於召開調處會議前撤回其申請，或因第十六條各款之情形被駁回

者，其已繳納之調處費用及勘測費用，於扣除已支出之費用後，得自駁回之

日起五年內請求退還之。但已實地辦理勘測者，其所繳納之勘測費用，不予

退還。 
第二十二條  不動產糾紛調處申請書及調處紀錄之格式，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7 年 8 月 1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920 號令 
【主旨】修正「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 
【說明】修正「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並自即日起生

效。 
附「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土地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四條

之二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土地法（以

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四條

之二規定訂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下列各款不動產糾紛

案件，依本辦法調處之： 

一、本法第三十四條之一

第六項規定之共有物

分割爭議。 

二、本法第四十六條之二

規定之地籍圖重測界

址爭議。 

三、本法第五十九條第二

項規定之土地權利爭

議。 

四、本法第一百零一條規

定之房屋租用爭議。 

五、本法第一百零五條規

定之建築基地租用爭

議。 

第二條 依本辦法調處之案

件，以本法第三十四條之

一第六項、第四十六條之

二、第五十九條第二項、

第一百零一條、第一百零

五條、第一百二十二條、

土地登記規則第七十五條

及第一百十八條第四項等

之不動產糾紛案件為限。

一、 分款明定得依本辦法辦理

調處之不動產糾紛案件，

並敘明其爭議性質，俾資

明確。 

二、 配合本法施行法第三十條

於有永佃權之土地得準用

本法第一百二十二條規

定，爰增訂第七款規定。

三、 因應地籍清理條例第十四

條、第十五條、第二十條、

第二十三條、第二十七條

至第三十條、第三十六

條、第三十八條等規定之

不動產糾紛案件，依同條

例第九條規定準用本法第

三十四條之二規定進行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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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法第一百二十二條

規定之耕地租用爭

議。 

七、本法施行法第三十條

規定之有永佃權土地

租用爭議。 

八、地籍清理條例第十四

條第三項及第十五條

第二項規定之土地權

利價金發給爭議。 

九、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

條規定之神明會申報

涉及土地權利爭議。 

十、地籍清理條例第二十

三條規定之更正神明

會現會員、信徒名冊

或土地清冊涉及土地

權利爭議。 

十一、地籍清理條例第二

十七條規定之土地

權利塗銷登記爭

議。 

十二、地籍清理條例第二

十八條規定之抵押

權塗銷登記爭議。 

十三、地籍清理條例第二

十九條規定之地上

權塗銷登記爭議。 

十四、地籍清理條例第三

十條規定之查封、

假扣押、假處分塗

銷登記爭議。 

十五、地籍清理條例第三

十六條規定之寺廟

或宗教團體申報發

給更名證明爭議。 

十六、地籍清理條例第三

十八條規定之寺廟

或宗教性質之法人

申購土地權利爭

處，爰增訂第八款至第十

六款。 

四、 土地登記規則第八十四條

規定，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爭議案件，準用同規

則第七十五條規定依本法

第五十九條第二項規定調

處，爰增訂第十八款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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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十七、土地登記規則第七

十五條規定之土地

總登記爭議。 

十八、土地登記規則第八

十四條規定之建物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爭議。 

十九、土地登記規則第一

百十八條第四項規

定之時效取得地上

權登記爭議。 

第三條 直轄市、縣（市）不

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置委員十一

人至十三人，其中一人為

主任委員，由直轄市、縣

（市）政府首長或其指派

之人員兼任；其餘委員分

別就下列人員派兼或遴聘

之： 

一、直轄市、縣（市）政

府地政業務主管一

人。 

二、直轄市、縣（市）政

府營建業務主管一

人。 

三、直轄市、縣（市）政

府民政業務主管一

人。 

四、直轄市、縣（市）政

府法制業務主管一

人。 

五、直轄市、縣（市）地

政事務所主任一人。 

六、直轄市、縣（市）地

政士公會代表一人。 

七、具有地政、民政、營

建或法律等專門學識

經驗之人士三人至五

第三條 直轄市、縣（市）不

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以

下簡稱本會）置委員九人

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主

任委員，由直轄市、縣（市）

地政機關首長或其指派之

人員兼任；其餘委員分別

就下列人員派聘之： 

一、直轄市、縣（市）政

府地政業務主管一

人。 

二、直轄市、縣（市）政

府營建業務主管一

人。 

三、直轄市、縣（市）政

府法規業務主管一

人。 

四、直轄市、縣（市）地

政事務所主任一人。

五、直轄市、縣（市）地

政士公會代表一人。

六、具有地政、營建或法

律等專門學識經驗之

人士二人至四人。 

七、地方公正人士一人。

委員任期為二年，期

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關

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

一、 按「派」為差遣、任用之

意；而「遴」為挑選之意，

就第一款至第五款委員，

應為派任之兼職人員；第

六款至第八款委員，應為

對外遴聘之人員，爰修正

「派聘」為「派兼或遴

聘」。 

二、 第一項所稱「直轄市、縣

（市）地政機關首長」係

指直轄市、縣（市）長，

為避免混淆，爰修正第一

項及第二項部分文字。 

三、 配合辦理第二條第九款、

第十款、第十五款及第十

六款規定糾紛案件之調

處，爰增訂第一項第三款

「直轄市、縣（市）政府

民政業務主管一人」，及於

第七款增列具有民政專門

學識經驗之人士，並修正

人數為三人至五人。 

四、 配合第一項第三款及第七

款規定，修正本會委員人

數為「十一人至十三人」。

另為配合法制用語，修正

第三款「法規業務主管」

為「法制業務主管」。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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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八、地方公正人士一人。 

委員任期為二年，期

滿得續聘之。但代表機關

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

退。 

委員出缺時，直轄

市、縣（市）政府首長得

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期

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為

止。 

退。 

委員出缺時，直轄

市、縣（市）地政機關首

長得予補聘；補聘委員之

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

日為止。 

條文第三款至第七款依序

移列為第四款至第八款。

 

第四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

人、工作人員若干人，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首

長就相關業務人員派兼

之，辦理本會幕僚事務。 

第四條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

人、工作人員若干人，由

直轄市、縣（市）地政機

關首長就相關業務人員派

兼之，辦理本會幕僚事

務。 

修正部分文字，理由同第三條

說明二。 

 

第五條 本會委員會議以主任

委員為會議主席，主任委

員不能出席時，由主任委

員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主任委員不克指定時，由

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

席。 

第五條 本會委員會議以主任

委員為會議主席，主任委

員不能出席時，由主任委

員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主任委員不克指定時，由

出席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主

席。 

本條未修正。 

 

第六條 本會非有過半數委員

之出席不得開會，並有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

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

席裁決。 

委員應親自出席前項

會議。但由機關代表兼任

之委員，如未能親自出席

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並

通知本會。 

前項指派之代表列入

出席人數，並參與會議發

言及表決。 

第六條 本會非有過半數委員

之出席不得開會，並有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

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

席裁決。 

委員應親自出席前項

會議。但由機關代表兼任

之委員，如未能親自出席

時，得指派代表出席，並

通知本會。 

前項指派之代表列入

出席人數，並參與會議發

言及表決。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本會委員對其本身具

有利害關係之議案，應自

第七條 本會委員對其本身具

有利害關係之議案，應自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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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迴避，不得參與調處。 行迴避，不得參與調處。

第八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

職。 

第八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

職。但得依規定支領交通

費。 

各機關兼任委員如合於「軍公

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

給規定」或「統一彙整修正各

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規

定」之支給條件，即可逕依相

關規定支給（行政院人事行政

局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局給

字第○九三○○六二八六四號

函釋參照），本會派兼或遴聘之

委員均得依規定支領兼職費或

評鑑裁判費，但書規定爰予刪

除。 

第九條 本會召開會議時，應

通知當事人列席陳述意

見，並得依需要邀請有

關機關代表列席。 

第九條 本會召開會議時，應

通知當事人列席陳述意

見，並得依需要邀請有

關機關代表列席。 

本條未修正。 

 

第十條 本會對外行文，以直

轄市、縣（市）政府名

義行之。 

第十條 本會對外行文，以直

轄市、縣（市）地政機

關名義行之。 

修正部分文字，理由同第三條

說明二。 

 

第十一條 本會所需經費，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

編列預算支應。 

第十一條 本會所需經費，由

直轄市、縣（市）地政

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修正部分文字，理由同第三條

說明二。 

 

第十二條 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為辦理第二條第二

款、第三款、第十一款

至第十四款及第十七款

至第十九款之不動產糾

紛案件，得依所轄之行

政區域分設區域性不動

產糾紛調處委員會，置

委員七人，其中一人為

主任委員，由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地政業務

主管兼任，其餘委員分

別就下列人員派兼或遴

聘之： 

一、直轄市、縣（市）

地政事務所主任一

第十二條 直轄市或縣（市）

地政機關為辦理本法第

四十六條之二、第五十

九條第二項、土地登記

規則第七十五條及第一

百十八條第四項之不動

產糾紛案件，得依所轄

之行政區域分設區域性

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

會，置委員五人至九

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

員，由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地政業務主管兼

任，其餘委員分別就下

列人員派聘之： 

一、直轄市、縣（市）

一、 依地籍清理實施計畫統計

待清理之土地，計有四十

七萬九千四百七十八筆，

均屬現存地籍問題無法以

現行法令解決者，多年來

民眾陳情不斷，影響民眾

權益及土地開發利用，故

依上開計畫時程儘速完成

清理工作，有其必要性及

急迫性。爰明定第二條第

二款、第三款、第十一款

至第十四款及第十七款至

第十九款之不動產糾紛案

件，得於區域性不動產糾

紛調處委員會進行調處。

二、 第一項修正「派聘」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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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二、鄉（鎮、市、區）

調解委員會主席一

人。 

三、具有地政、營建及

法律等專門學識經

驗之人士各一人。 

四、地方公正人士一

人。 

區域性不動產糾紛

調處委員會之委員任

期、出缺補聘、事務、

無給職及會議，準用第

三條第二項、第三項、

第四條至第九條規定；

其對外行文，以各該直

轄市、縣（市）政府名

義行之。 

第一項調處所需經

費，由各該直轄市、縣

（市）政府編列預算支

應。 

地政事務所主任一

人。 

二、鄉（鎮、市、區）

調解委員會主席一

人。 

三、具有地政、營建或

法律等專門學識經

驗之人士一人至三

人。 

四、地方公正人士一人

至三人。 

區域性不動產糾紛

調處委員會之委員任

期、出缺補聘、事務、

會議及兼職酬勞，準用

第三條第二項、第三

項、第四條至第九條規

定；其對外行文，以各

該直轄市、縣（市）地

政機關名義行之。 

第一項調處所需經

費，由各該直轄市、縣

（市）地政機關編列預

算支應。 

兼或遴聘」，理由同第三條

說明一。 

三、 為保障地籍清理相關權利

人之權利及符合本法三十

四條之二規定，應聘請地

政、營建及法律人士擔任

調處委員，爰修正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另配合第三

條第一項第八款僅得遴聘

地方公正人士一人擔任委

員，為求衡平，爰修正第

一項第四款人數為一人及

本會委員人數為「七人」。

四、 修正「直轄市、縣（市）

地政機關」為「直轄市、

縣（市）政府」，理由同第

三條說明二。 

 

第十三條 不動產糾紛案件，

除第二條第二款、第三

款、第八款至第十九款

之不動產糾紛案件得由

該管登記機關或直轄

市、縣（市）政府主動

移送調處外，當事人一

造應具備下列文件向土

地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政府申請，並按

對造及權利關係人人

數，提出繕本。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三、委託書（委託他人

第十三條 不動產糾紛案件，

除本法第四十六條之

二、第五十九條第二

項、土地登記規則第七

十五條、第一百十八條

第四項之不動產糾紛案

件得由該管登記機關主

動移送調處外，當事人

一造應具備下列文件向

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

縣（市）地政機關申請，

並按對造及權利關係人

人數，提出繕本。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之身分證明

文件。 

一、 配合第二條分款明列得辦

理調處之不動產糾紛案

件，及因該條第八款至第

十款、第十五款及第十六

款規定之不動產糾紛案

件，其原受理申請之機關

均為直轄市或縣（市）主

管機關，如有爭議，應由

其主動移送調處，爰修正

第一項部分文字。 

二、 修正「直轄市、縣（市）

地政機關」為「直轄市、

縣（市）政府」，理由同第

三條說明二。 

三、 第五款「其他有關文件」

酌作文字修正，以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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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為 申 請 時 檢

附）。 

四、爭議要點及調處建

議方案。 

五、其他依法令規定應

提出之文件。 

三、委託書（委託他人

代 為 申 請 時 檢

附）。 

四、爭議要點及調處建

議方案。 

五、其他有關文件。 

確。 

 

第十四條 辦理不動產糾紛調

處程序如下: 

一、收件。 

二、計收調處費用。 

三、審查。 

四、召開調處會議。 

五、作成調處結果。 

六、函送調處紀錄表。 

前項審查時，得請

不動產所在地之登記機

關先行派員實地勘測或

召開前置會議。 

 一、 本條新增。 

二、 明定辦理不動產糾紛調處

之程序，及於審查認有必

要時，得請不動產所轄登

記機關先行派員實地勘

測，或召開前置會議，以

釐清爭議之癥結。 

 

 

 

第十五條 申請調處案件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

以書面敘明理由，通知

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

日起十五日內補正： 

一、申請書格式不合或

所提出之證明文件

不符或欠缺。 

二、申請書記載事項與

土地、建物登記簿

或其證明文件不

符。 

三、申請人之資格不符

或其代理人之代理

權有欠缺。 

四、調處當事人為無行

為能力人或限制行

為能力人，而未由

法定代理人代理。 

五、未依規定繳納調處

第十四條 申請調處案件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

轄市、縣（市）地政機

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

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

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

正： 

一、申請書格式不合或

所提出之證明文件

不符或欠缺者。 

二、申請書記載事項與

土地、建物登記簿

或其證明文件不符

者。 

三、申請人之資格不符

或其代理人之代理

權有欠缺者。 

四、調處當事人為無行

為能力人或限制行

為能力人，而未由

法定代理人代理

一、 條次調整。 

二、 修正部分文字，理由同第

三條說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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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 者。 

五、未依規定繳納調處

費用者。 

第十六條 申請調處案件有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直

轄市、縣（市）政府應

以書面敘明理由駁回

之： 

一、非屬第二條之不動

產糾紛事件。 

二、調處事件不屬受理

機關管轄。 

三、曾依本辦法申請調

處並作成調處結

果。 

四、已訴請法院審理或

調處標的為確定判

決、調解或和解之

效力所及。 

五、土地登記簿住址空

白或不全，致權屬

無法查明。 

六、登記名義人死亡，

其繼承人有無不明

致無法通知。 

七、申請人未於前條規

定期限內補正或未

依補正事項完全補

正。 

八、其他依法律規定不

得辦理。 

第十五條 申請調處案件如有

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應不予調處： 

一、非屬第二條之不動

產糾紛事件者。 

二、調處事件不屬受理

機關管轄者。 

三、曾經調處者。 

四、已訴請法院審理或

經法院判決確定

者。 

五、無從通知者。 

六、申請人提出之證明

文件有不符或欠

缺，於接到補正通

知書之日起十五日

內未補正或未依補

正事項完全補正

者。 

一、 條次調整。 

二、 參照土地登記規則第五十

六條、第五十七條之用

語，本文文字修正，以資

明確。 

三、 現行條文第三款「曾經調

處者」之語意欠明，爰作

文字修正。 

四、 依民事訴訟法第三百八十

條、第四百條及四百十六

條規定，確定之終局判決

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

既判力。而和解、調解成

立與確定判決具有同一效

力。爰修正第四款後段部

分文字。 

五、 調處，應先通知當事人到

場協議，如協議不成或未

到場者，始得予以裁處，

如土地登記簿登記名義人

住址空白或不全，其權屬

無法查明者，或因登記名

義人死亡而其繼承人有無

不明，致無法通知到場協

議者，地政機關自無從受

理申請調處，應予駁回。

現行條文第五款「無從通

知者」之語意欠明，爰作

文字修正，並分列二款規

定。現行第六款款次遞移

為第七款。 

六、 法律行為違反強制或禁止

規定者，無效，申請調處

之事件為法規所禁止或限

制者，如建築法第十一條

法定空地禁止分割及農業

發展條例第十六條耕地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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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限制等規定，均不得受

理是類糾紛案件之調處，

為期周延，爰增訂第八款

規定。 

第十七條 本會或區域性不動

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應訂

定調處時間，書面通知

當事人到場進行調處，

並將文件繕本一併送達

於對造及權利關係人。

當事人應攜帶身分證明

文件親自到場；當事人

如不能親自到場，得出

具委託書，委託代理人

到場進行調處。 

前項調處應自接受

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辦

理之，必要時得視實際

需要情形予以延長。 

第十六條 本會或區域性不動

產糾紛調處委員會應訂

定調處時間，書面通知

當事人到場進行調處，

並將文件繕本一併送達

於對造及權利關係人。

當事人應攜帶身分證明

文件親自到場；當事人

如不能親自到場，得出

具委託書，委託代理人

到場進行調處。 

前項調處應自接受

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辦

理之，必要時得視實際

需要情形予以延長。 

條次調整，條文未修正。 

 

 

第十八條 調處時，先由當事

人試行協議，協議成立

者，以其協議為調處結

果，並作成書面紀錄，

經當場朗讀後，由當事

人及調處委員簽名或蓋

章。 

前項調處有多數當

事人時，兩造各得推舉

一人至三人試行協議。 

第一項達成協議之

調處，其調處紀錄應以

書面通知當事人及登記

機關。 

第十七條 調處時，先由當事

人試行協議，協議成立

者，以其協議為調處結

果，並作成書面紀錄，

經當場朗讀後，由當事

人及調處委員簽名或蓋

章。 

前項調處有多數當

事人時，兩造各得推舉

一人至三人試行協議。

 

一、 條次調整。 

二、 當事人於調處時，達成協

議者，實務執行上，該調

處紀錄無法當場發給當事

人，仍須經由委員會內部

作業後，始得以各該直轄

市、縣（市）政府名義正

式書面通知當事人。而當

事人亦須於收到該調處紀

錄後，始得持向登記機關

申請權利變更登記，故為

符實際，爰增訂第三項，

以資周延。 

 

第十九條 當事人依前條試行

協議未成立或任何一造

經二次通知不到場者，

本會或區域性不動產糾

紛調處委員會應就有關

資料及當事人陳述意

第十八條 當事人試行協議未

成立或任何一造經二次

通知不到場者，本會或

區域性不動產糾紛調處

委員會應就有關資料及

當事人陳述意見，予以

一、 條次調整。 

二、 地籍清理條例第九條規定

不服調處結果者，得於收

受調處結果通知次日起三

十日內，向管轄法院提起

訴訟；是為兼顧法規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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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予以裁處，作成調

處結果。 

申請調處之案件，

已向登記機關申請登記

者，應依調處結果，就

申請登記案件為准駁之

處分。 

第一項調處結果，

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

通知書應載明當事人如

不服調處結果，除法律

另有規定者外，應於接

到通知後十五日內，以

對造人為被告，訴請法

院審理，並應於訴請法

院審理之日起三日內將

訴狀繕本送該管直轄

市、縣（市）政府，逾

期不起訴或經法院駁回

或撤回其訴者，經當事

人檢具相關證明文件，

以書面陳報該管直轄

市、縣（市）政府，依

調處結果辦理。 

裁處，作成調處結果。

申請調處之案件，

已向登記機關申請登記

者，並應依調處結果，

就申請登記案件為准駁

之處分。 

前項調處結果，應

以書面通知當事人。通

知書應載明當事人如不

服調處結果，應於接到

通知後十五日內，以對

造人為被告，訴請司法

機關處理，並應於訴請

司法機關處理之日起三

日內將訴狀繕本送該管

直轄市、縣（市）地政

機關，逾期不起訴者，

依調處結果辦理。 

 

之彈性，爰第三項增列「除

法律另有規定者外」等文

字。 

三、 按「司法機關」涵蓋法院、

檢察署等，而本條第三項

所指者應為「法院」，爰作

文字修正。 

四、 修正第三項「直轄市、縣

（市）地政機關」為「直

轄市、縣（市）政府」，理

由同第三條說明二。 

五、 民事訴訟法第二百六十三

條第一項前段規定，訴經

撤回者，視同未起訴。當

事人如不服調處結果而於

規定期限內訴請法院審

理，原調處結果即失其效

力；惟該管法院若駁回其

訴或當事人撤回其訴者，

則應依原調處結果辦理。

爰增列第三項後段文字。

 

第二十條 當事人持憑調處紀

錄申請登記時，登記機

關應函詢該管直轄市、

縣（市）政府該案有無

訴請法院審理。 

調處結果，涉及對

價或補償者，於申請登

記時，應提出已受領或

已提存之證明文件，並

於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受

領之對價或補償數額如

有錯誤，由申請人自負

法律責任，並簽名。 

當事人之一不服調

處結果，於前條規定期

間內訴請法院審理者，

第十九條 當事人持憑調處紀

錄為申請權利變更登記

時，登記機關應函詢該

管直轄市、縣（市）地

政機關該案有無訴請司

法機關另為處理。 

一、 條次調整。 

二、 修正第一項「直轄市、縣

（市）地政機關」為「直

轄市、縣（市）政府」，理

由同第三條說明二。 

三、 土地登記規則第九十三條

規定，變更登記指於土地

總登記後，土地所有權移

轉、分割、合併、增減或

消滅時之登記。惟本辦法

所定之調處含括土地總登

記、共有物分割及房屋租

用爭議等事項，非僅現行

條文所定之權利變更登記

事項，爰刪除權利變更等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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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機關應駁回第一項

登記申請案。 

四、 「司法機關」修正為「法

院」，理由同前條說明三。

五、 按調處結果涉及對價或補

償者，如當事人一方未於

期限內訴請法院審理，亦

未履行調處結果之價金補

償，於申辦登記時，得否

依調處結果辦理登記，易

生疑義，爰參照本法第三

十四條之一執行要點第九

點第二款規定，增列第二

項規定，以資明確。 

六、 另依本辦法所作之調處結

果，未具有既判力（內政

部九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內授中辦地字第○九三○

○一二九一○號函釋參

照），當事人之一不服調處

結果而於規定期限內訴請

法院審理者，地政機關應

將第一項登記申請案駁

回，爰增訂第三項規定。

第二十一條 申請調處第二條

第一款及第四款至第七

款之不動產糾紛調處案

件，每件調處案申請人

應繳納調處費用新臺幣

一萬五千元。 

申請調處第二條第

二款、第三款及第八款

至第十九款之不動產糾

紛調處案件，免收調處

費用。 

調處需勘測者，其

費用由當事人核實支

付。 

申請人於召開調處

會議前撤回其申請，或

因第十六條各款之情形

被駁回者，其已繳納之

第二十條 本法第三十四條之

一第六項、第一百零一

條、第一百零五條、第

一百二十二條之不動產

糾紛案件，每件調處案

申請人應繳納調處費用

新臺幣一萬五千元。 

本法第四十六條之

二、第五十九條第二

項、土地登記規則第七

十五條及第一百十八條

第四項之不動產糾紛案

件，免收調處費用。 

調處需勘測者，其

費用由當事人核實支

付。 

一、 條次調整。 

二、 配合第二條之修正，修正

第第一項及第二項部分文

字，理由同第十二條說明

一。 

三、 第二條第七款規定之有永

佃權土地租用糾紛案件，

係屬私權爭執，而以政府

機關之公權力介入予以調

處，為有利於發生糾紛之

當事人，故為符合使用者

付費原則，爰於第一項明

定每件調處案申請人應繳

納調處費用新臺幣一萬五

千元。 

四、 第二條第八款至第十六款

及第十八款規定之不動產

糾紛案件，係由地政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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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處費用及勘測費用，

於扣除已支出之費用

後，得自駁回之日起五

年內請求退還之。但已

實地辦理勘測者，其所

繳納之勘測費用，不予

退還。 

主動辦理調處或由該登記

機關主動移送調處，故於

第二項明定均免收調處費

用。 

五、 申請人於召開調處會議前

撤回其申請，或因合於第

十六條各款之原因遭駁回

者，原繳納之調處費用及

勘測費用，應得申請退

費，爰參照土地登記規則

第五十一條規定，增訂第

四項。 

第二十二條 不動產糾紛調處

申請書及調處紀錄之格

式，由中央地政機關定

之。 

第二十一條 不動產糾紛調處

申請書及調處紀錄之格

式，由中央地政機關定

之。 

條次調整，條文未修正。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

施行。 

條次調整，條文未修正。 

 

 

內政部函為農業發展條例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農舍與其坐落用地併

同移轉相關執行事宜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97.8.4 北市地一字第 09706202700 號 

說 明： 
一、 奉交下內政部 97 年 7 月 3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8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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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產業發展局、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及第

一科。 
附件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97.7.31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8781 號 
主 旨： 有關農業發展條例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農舍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相關執行事

宜乙案，請查照轉知。 
說 明：  

一、 依據本部於 97 年 7 月 3 日邀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本部法規會（請假）、營建

署、部分縣（市）政府、地政事務所及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等研商

結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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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按農業發展條例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農舍應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揆其立

法意旨乃在避免農舍與其坐落用地分屬不同所有權人，引發利用及產權紛爭問

題。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9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

將已興建及未興建之農業用地分別著色標示及造冊列管，於核發使用執照後，

並將農舍坐落之地號及提供興建農舍之所有地號清冊，送地政機關於土地登記

簿上註記。該農舍管理之目的，係避免已作為興建農舍之農地或合併計算農舍

建蔽率之配合農地，發生重複申請興建農舍之情事，合先敘明。 
三、 為避免已作為興建農舍之農地或合併計算農舍建蔽率之配合農地，發生再度被

重複申請興建農舍情事，地政機關於受理農舍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登記時，

如查明該坐落用地及配合興建之農地，未有註記者應於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

後，通知建管單位，將該農舍坐落之地號及提供興建農舍之所有地號清冊，囑

託地政機關辦理註記。 
四、 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前興建之農舍，業經建管單位審查符合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

築管理辦法第 5 條規定，並核發使用執照者，嗣後地政機關受理農舍與其坐落

用地移轉登記時，除審查移轉之坐落用地面積不得少於移轉農舍之一樓樓地板

面積外，無須再依本部 87 年 1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8612295 號函釋審查移轉後

之農地面積有無符合上開建管法令規定原核准使用面積。本部上開號函應配合

停止適用。 
五、 另查農業發展條例並無限制將農業用地移轉為共有之規定，故共有農舍與其基

地共有人，得將其基地持分之一部分移轉於其他共有人。 
 

「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列冊管理作業要點」，業經內政

部 97 年 8 月 6日台內地字第 0970123026 號函修正，並自即日起生

效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97.8.11 北市地一字第 09706270700 號 

說 明： 
一、 奉交下內政部 97 年 8 月 6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23026 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

其附件影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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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法規委員會（請

函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市府公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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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97.8.6 台內地字第 0970123026 號 
主 旨： 檢送修正「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列冊管理作業要點」乙份，自即日

生效，請 查照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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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列冊管理作業要點 

一、為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執行未辦繼承

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列冊管理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資料應以電腦建置，其管理系統、管理方式、書表單簿格式應遵循中央地政

機關所定之管理系統規範。 
    前項書表單簿紙本之設置，得由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決定之。 
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以下簡稱建物）權利人死亡資料之提供如下： 

（一）地方財稅主管稽徵機關應依據財政部財稅資料中心彙送之全國遺產稅稅籍資

料，勾稽產出逾繼承原因發生一年之未辦繼承登記不動產歸戶資料，於每年十

二月底前送土地建物所在地登記機關。 
（二）地政機關因管理地籍、規定地價、補償地價等作業所發現或人民提供之土地權

利人死亡資料。 
    前項資料，經與地籍資料核對無誤，且使用戶役政系統查詢土地或建物登記名

義人之死亡日期、申請死亡登記之申請人及繼承人未果時，應檢附逾期未辦繼承登

記土地或建物列冊管理單（以下簡稱列冊管理單）函請戶政事務所協助查明，或由

地政機關派員至戶政事務所調閱戶籍資料。 
四、登記機關對第三點資料應編列案號，登入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物管理系統產製收

件簿及列冊管理單，並將之編訂成專簿。 
五、登記機關接獲第三點規定之資料，經查實後，於每年四月一日辦理公告，公告期間

為三個月；已知繼承人及其住址者，同時以雙掛號書面通知其申辦繼承登記，不知

繼承人及其住址者，應向戶政機關或稅捐機關查詢後再書面通知；逾公告期間未辦

繼承登記或未提出不可歸責之事由證明者，依第七點第二項規定，報請直轄市、縣

（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 
    前項不可歸責之事由，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繼承人已申報相關賦稅而稅捐機關尚未核定或已核定而稅額因行政救濟尚未確

定者，或經稅捐機關同意其分期繳納稅賦而尚未完稅者。 
（二）部分繼承人為大陸地區人士，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六條

規定，於大陸地區繼承人未表示繼承之期間。 
（三）已向地政機關申辦繼承登記，因所提戶籍資料與登記簿記載不符，須向戶政機

關查明更正者。 
（四）因繼承訴訟者。 
（五）其他不可抗力事故，經該管地政機關認定者。 

    公告列冊管理之土地或建物，有前項不可歸責之事由致未能如期申辦繼承登記

者，當事人於公告期間檢附證明文件，向該管登記機關提出，經審查符合者，暫不

予報請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實施列冊管理，並於列冊管理單之備註欄內註明。

但於次年四月一日前仍未辦理繼承登記者，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第一項公告及通知日期文號應於列冊管理單內註明之。 
六、第五點公告應揭示於下列各款之公告處所： 

（一）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 



 

 19

（二）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 
（三）被繼承人原戶籍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村（里）辦公處。 

    登記機關認有必要時，並得於其他適當處所或以其他適當方法揭示公告；其公

告效力之發生以前項各款所為之公告為準。 
七、第五點公告期間，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應利用大眾傳播機構或以其他方法加

強宣導民眾，促其注意各有關公告處所之公告內容，其有未辦繼承登記者，並應依

法辦理繼承登記。繼承人於公告三個月內申辦繼承登記者，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

應於列冊管理單內註明登記日期、文號。 
    逾三個月未申辦繼承登記，除有下列不予列冊管理之事由外，登記機關應將列

冊管理單報請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列冊管理，並於列冊管理單內註明填發日

期文號： 
（一）已依法指定遺產管理人、遺產清理人、遺囑執行人、或破產管理人。 
（二）經政府徵收補償完畢並於專簿註明徵收日期者。 
（三）依第五點規定於公告期間提出不可歸責之事由，經認定者。 

八、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接到第七點第二項之列冊管理單經核定後，應即指定列

冊管理日期函復登記機關，並按各登記機關依序編列列管案號彙編成專簿列管。 
    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及登記機關，應將指定列冊管理日期及核定函日期

文號於所保管之列冊管理單內註明，登記機關並應將列冊管理機關、日期及文號於

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內註明。 
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於八十九年一月二十六日修正公布前，已執行代管之土地或

建物，其代管期間應併入列冊管理期間計算。 
十、已執行列冊管理之土地或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敘

明事由並將列冊管理單報請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停止列冊管理： 
（一）已辦竣遺產管理人、遺產清理人、遺囑執行人、或破產管理人登記者。 
（二）已辦竣繼承登記者。 
（三）典權人依法取得典物所有權並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者。 
（四）已辦竣滅失登記者。 
（五）其他依法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者。 

    已執行列冊管理之土地或建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地政機

關應停止列冊管理，並通知登記機關： 
（一）經依法徵收並發放補償費完竣者。 
（二）因辦理土地重劃未獲分配土地者。 

    登記機關依第一項規定報請停止列冊管理或經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通知

停止列冊管理時，應塗銷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內之列冊管理機關名稱、

日期及文號等有關註記。 
十一、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接到登記機關報請停止列冊管理函經核定無誤者，

應即停止列冊管理。 
十二、列冊管理之土地或建物因標示變更，登記機關於辦竣登記後，應更正列冊管理單

之相關內容，並通知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已移請標售者，並應通知財政

部國有財產局（以下簡稱國有財產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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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列冊管理之土地或建物經法院或行政執行處囑託辦理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破

產登記，於列冊管理期間屆滿，仍未辦理塗銷登記者，登記機關應通知直轄市、

縣（市）地政機關，該部分土地或建物應暫緩移請國有財產局辦理標售，已移請

標售者，登記機關應即通知國有財產局停止標售並副知直轄市、縣（市）地政機

關。 
十四、列冊管理期滿，逾期仍未申辦繼承登記者，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應檢附列

冊管理單及土地或建物登記資料、地籍圖或建物平面圖等資料影本移請國有財產

局公開標售，並通知登記機關。 
     前項土地或建物登記資料、地籍圖或建物平面圖等資料，得由國有財產局轄

屬分支機構於標售前通知登記機關再行提送。 
     登記機關接到第一項通知，應將移送國有財產局標售之日期及文號於列冊管

理單及登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內註明。 
十五、已報請停止列冊管理或移交國有財產局標售之土地或建物，直轄市、縣（市）地

政機關及登記機關應將該列冊管理單自原專簿內抽出，另依年度別彙編成停止列

冊管理專簿。 
     前項停止列冊管理專簿內之列冊管理單應自停止列冊管理之日起保存十五

年，保存期限屆滿，得予以銷毀。 
     直轄市、縣（市）政府已建置管理系統者，得免為第一項作業。 
十六、國有財產局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規定標售之土地或建物，於得標人繳清價款

後，應發給標售證明交由得標人單獨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並應將標售結果通知

原移送之直轄市、縣（市）地政機關及登記機關。 
十七、列冊管理期滿移送國有財產局標售之土地或建物於公開標售開標或登記為國有

前，有下列情形之ㄧ者，登記機關應予受理： 
（一）繼承人申請繼承登記者。 
（二）共有人依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為處分共有物申請登記者。 
（三）申請人持憑法院判決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者。 
（四）申請人辦理遺產管理人、遺產清理人、遺囑執行人、或破產管理人登記者。 
（五）典權人依法取得典物所有權申請所有權移轉登記者。 
（六）申請人辦理滅失登記者。 
（七）其他依法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者。 

     前項申請經審查無誤者，登記機關應即通知國有財產局停止辦理標售或登記

為國有之作業，俟該局查復後再登記，並於登記完畢時，函請國有財產局將該土

地或建物自原移送標售之土地或建物列冊管理專簿影本資料中註銷。 
     前項通知及查復，登記機關及國有財產局於必要時，得依機關公文傳真作業

辦法規定以傳真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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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為 3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設定之抵押權，嗣因抵押權人死

亡，繼承人於 38 年後辦理繼承登記，該抵押權是否仍屬地籍清理

條例第 28 條應清理之範圍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97.8.4 北市地一字第 09706193400 號 

說 明： 
一、 奉交下內政部 97 年 7 月 31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2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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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一科。 
附件 
內政部函 彰化縣政府 

97.7.31 台內地字第 0970121955 號 
主 旨： 有關 3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設定之抵押權，嗣因抵押權人死亡，繼承人於 38 年

後辦理繼承登記，該抵押權是否仍屬地籍清理條例第 28 條應清理之範圍乙案，

復請 查照。 
說 明：  

一、 復貴府 97 年 7 月 16 日府地籍字第 0970144451 號函。 
二、 按「中華民國 3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土地所有權人得申請塗銷

登記，由登記機關公告 3 個月，期滿無人異議，塗銷之。」為地籍清理條例第

28 條第 1 項所明定。其立法意旨係 3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迄今尚

未塗銷者，債之請求權大多逾 15 年尚未行使，而其權利價值按現今幣值換算

實微乎其微，惟該抵押權登記之存在，妨礙土地之融資及處分，故為兼顧土地

所有權人及抵押權人之權益，並促進土地利用，土地所有權人得申請塗銷之。

本案抵押權如係 3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設定，嗣因抵押權人死亡，雖由繼承人

繼受其權利，並於 69 年間辦理繼承移轉登記，該抵押權登記仍繼續存在，基

於上開意旨及規定，土地所有權人仍得提出申請，故該抵押權仍屬該條例第 28
條清理之範圍，因塗銷登記致抵押權人受有損害者，依該條第 3 項規定由土地

所有權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內政部函為香港商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因概括承受中

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資產、負債及營業而申辦抵押權移轉登

記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97.8.4 北市地一字第 09731906900 號 

說 明： 
一、 依內政部 97 年 7 月 3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801 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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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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一科。 
附件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等 

97.7.30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801 號 
主 旨： 有關香港商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因概括承受中華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之資產、負債及營業而申辦抵押權移轉登記乙案，請查照。 
說 明：  

一、 依據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97 年 7 月 8 日金管銀（一）

字第 09700230460 號函辦理，並兼復基隆市政府 97 年 5 月 30 日基府地籍貳字

第 0970129719 號函。 
二、 本案經函准金管會上開號函略以：「…二、有關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概括承受中

華商業銀行之資產、負債及營業，原中華商業銀行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

債權隨同移轉予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仍繼續存在。至於本會 97 年 3 月 13 日金

管銀（五）字第 09700088250 號函係核准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概括承受中華商業

銀行之資產、負債及營業，與債權確定之證明文件無涉。三、另依金融機構合

併法第 18 條有關金融機構概括承受與概括讓與準用同法第 17 條規定，金融機

構經主管機關許可概括承受或概括讓與者，受讓機構於申請對讓與機構所有不

動產、應登記之動產及各項擔保物權之變更登記時，得憑主管機關證明逕行辦

理登記。爰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得檢具本會核准函單方辦理登記，毋須會同原權

利人及抵押人。」，本部同意金管會上開函意見。 
三、 另依民法第 881 條之 7 規定：「原債權確定前，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抵押權人或

債務人為法人而有合併之情形者，抵押人得自知悉合併之日起十五日內，請求

確定原債權。但自合併登記之日起已逾三十日，或抵押人為合併之當事人者，

不在此限。有前項之請求者，原債權於合併時確定。合併後之法人，應於合併

之日起十五日內通知抵押人，其未為通知致抵押人受損害者，應負賠償責

任。…」，是本案抵擇人倘未於知悉合併之日起 15 日內請求確定原債權，該債

權額尚未確定，得由受讓人持憑主管機關核准概括承受之公文，以「讓與」為

登記原因，單方申請抵押權移轉登記，以登記清冊或歸戶清冊（刪除不屬該範

圍者）代替移轉契約書，免繳納登記費（但書狀費仍需繳納），並得採批次方

式辦理登記。 
 

內政部檢送研商「地政機關辦理權利人為金融機構、義務人為自然

人或公司法人，申辦抵押權或內容變更登記，應否檢附義務人印鑑

證明相關事宜」會議紀錄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97.8.7 北市地一字第 0973193790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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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 依內政部 97 年 8 月 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830 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

會議紀錄各 1 份。 
二、 副本抄送本處秘書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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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局等 

97.8.4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830 號 
主 旨： 檢送「地政機關辦理權利人為金融機構、義務人為自然人或公司法人，申辦抵

押權或內容變更登記，應否檢附義務人印鑑證明相關事宜」會議紀錄乙份，請

查照。 

研商「地政機關辦理權利人為金融機構、義務人為自然人或公司法人，申辦
抵押權或內容變更登記，應否檢附義務人印鑑證明相關事宜」會議紀錄 

一、時間：97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二、地點：本部中部辦公室廉明樓 2 樓簡報室 
三、主持人：孫司長寶鉅（鄭專門委員聰懿代）       記錄：林靜宜、林薏伶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後附簽到簿） 
五、結論： 
  辦理金融機構之抵押權設定或內容變更登記，倘再回復要求義務人依土地登記規則

第 40 條、第 41 條及第 42 條規定，親自到場或檢附印鑑證明等其他證明文件，將會

延長登記審查時間，且以往亦有發生偽造印鑑證明之情事，尚無法有效防杜偽變造

文件申辦土地登記，又再要求檢附印鑑證明，將會造成戶政機關工作量增加，不符

政府推動減少書證之政策，亦不符便民潮流，故仍維持本部 81 年 11 月 10 日台內地

字第 8189503 號函及 95 年 2 月 2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4967 號函釋規定，權利

人為金融機構、義務人為自然人或公司法人，申辦抵押權或內容變更登記，免檢附

義務人印鑑證明。惟為有效防杜偽變造文件，於申辦土地登記案件時，應加強下列

措施： 
（一）強化權狀防偽功能：本部業與中央印製廠就新式權利書狀之材質、紙張大小及

防偽功能等事項研商定案，並已由該廠進行相關作業中，有關增加權利書狀防

偽條碼功能部分，將再與中央印製廠協調，列為下一階段之改進功能。 
（二） 建立全國地政單位防偽通報系統：內政部已於 95 年建置完成地政資訊網路即

時訊息溝通環境（地政 MSN），內政部、各縣市地政處（局）及地政事務所人

員，可進行網路即時通訊（IM），亦可透過 E-mail 方式即時通報，故請內政部

（地政司地籍科）儘速建置通報窗口人員名單。 
（三） 於戶役政資訊電子閘門系統建置照片影像：為維金融交易秩序，建請內政部戶

政司研議於戶役政資訊電子閘門系統增加建置國民身分證照片影像資料，使金

融機構能確實核對當事人之樣貌及身分，或提供金融機構查驗當事人新式國民

身分證背面之流水號與膠模號是否正確之線上查詢功能。 
（四） 登記鐖關對於非地政士代辦登記案件時，應特別注意審查：依地政士法第 18

條規定，地政士受託辦理業務時，應確實查明委託人身分，惟對於非地政士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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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案件時，並無法律加以規範，故登記鐖關應特別注意審查非地政士代辦之登

記案件。 
（五） 金融機構確實對保：請銀行公會轉知各金融機構，為保障本身財產權益，應確

實建立對擔保物提供人身分之核對及徵信機制；並建議各金融機構購置條碼掃

瞄器，確實查驗新式國民身分證背面條碼，以防杜偽變造情事。 
（六） 登記機關多加利用條碼掃描器：請登記機關多加利用條碼掃描器掃瞄案附新式

國民身分證背面條碼，顯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與案附國民身分證之統一編號是

否相符。 
（七） 地政士公會加強地政士之管理：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轉知各地政士公會加

強地政士之管理，並宣導勿與偽造集團掛勾，及於代理申辦登記案件時應確實

依地政士法第 18 條規定核對委託人身分及檢查確認相關文件資料是否符合，

以維護地政士專業形象。 
（八） 登記機關加強查驗申請登記案件所附身分證明文件及權利書狀：請各登記機關

於受理申請登記時，加強查驗申請登記案件所附身分證明文件及權利書狀，必

要時並得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舉辦講習會，增進審查人員辨識之能力，以

防杜不法事件之發生。 
六、散會：11 時 30 分。 
 

內政部函為共有土地設定有 3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抵押權登記，其

清查公告是否須張貼於所有共有人住所地之村（里）辦公處等疑義

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97.8.28 北市地一字第 09706516200 號 

說 明： 
一、 奉交下內政部 97 年 8 月 27 日內地字第 097013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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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科及第一科。 
附件 
內政部函 新竹市政府 

97.8.27 台內地字第 0970137777 號 
主 旨： 所詢共有土地設定有 3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抵押權登記，其清查公告是否須張

貼於所有共有人住所地之村（里）辦公處等疑義乙案，請 查照。 
說 明：  

一、 復 貴府 97 年 8 月 19 日府地籍字第 0970085299 號函。 
二、 查地籍清理條例第 3 條第 1 項規定：「主管機關為清查權利內容不完整或與現

行法令規定不符之地籍登記，經釐清權利內容及權屬後，應重新辦理登記；其

未能釐清權利內容及權屬者，應予標售或處理；除本條例另有規定外，其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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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如下：一、清查地籍。二、公告下列事項：…」，次按其施行細則第 5 條

第 1 項規定：「本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之公告，應揭示於下列各

款之公告處所：一、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二、土地所在地鄉（鎮、市、

區）公所及村（里）辦公處。三、土地所在地登記機關。四、土地登記簿所載

土地權利人住所地之村（里）辦公處。但無從查明者，不在此限。」，上開規

定所稱「土地權利人」係指清理類型所屬權利部別之登記名義人；是以，該條

例第 28 條規定 3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登記之抵押權，其清理公告除須張貼於上

開細則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3 款規定之處所外，並應公告於土地登記簿所

載抵押權人住所地之村（里）辦公處，惟若查無該抵押權人住所資料時，則不

在此限，先予敘明。 
三、 至所提共有土地是否由全體土地所有權人共同申請塗銷登記一節，案涉民法共

有物相關規定，本部已於 97 年 7 月 23 日函洽法務部表示意見中，俟該部答復

後即予通案函示。 
 

本市原屬第三種住宅區、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經變更為第三種商業區

（原屬住 3）及第三種商業區（原屬住 3-1），是否符合都市計畫法

第 23 條規定為不同土地使用分區之界線，需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

細則第 3 條規定逕行辦理地籍測量及分割登記疑義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土地開發總隊 
97.8.4 北市地一字第 097319088100 號 

說 明： 
一、 依本府都市發展局 97 年 7 月 31 日北市都規字第 09733464000 號函辦理，兼復

貴總隊 97 年 6 月 27 日北市地發三字第 09730684900 號函，並檢附該局上開 97
年 7 月 31 日函影本 1 份。 

二、 本案經本處以 97 年 7 月 7 日北市地一字第 09731578600 號函准本府都市發展

局前揭函復略以：「…二、依『都市計畫法』第 23 條第 3 項規定：『細部計畫

核定發布實施後，應於 1 年內豎立都市計畫樁、計算坐標及辦理地籍分割測量，

並將道路及其他公共設施用地、土地使用分區之界線測繪於地籍圖上，以供公

眾閱覽或申請謄本之用』、『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38 條規定：『都市

計畫樁豎立完竣，並經依第 7 條規定公告確定後，直轄市、縣（市）（局）政

府工務（建設或都市計畫）單位除應將樁位座標表、樁位圖、樁位指示圖及有

關資料送地政單位外，並應實地完成樁位點交作業，據以辦理地籍逕為分割測

量。』及『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略以：『本條例施行區域內之

都市土地範圍及其土地使用分區與公共設施用地界線，應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 23 條規定，釘立界樁及中心樁，並計算座標後點交

地政機關，於辦理規定地價或重新規定地價前，據以逕行辦理地籍測量及分割

登記』，故依前揭規定，細部計畫發布實施後，為釐清不同使用分區分界，應

辦理地籍分割測量及其相關作業，旨揭地號土地所在之細部計畫於 74 年 6 月



 

 26

27 日即已公告在案，先予敘明。三、另依本府 84 年 9 月 27 日府都二字第

84064377 號公告之『修訂台北市主要計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案』內及相

關細部計畫案之規定，同一土地使用分區內其使用分區之強度係規範依發布實

施前之使用分區強度規定辦理者或同一土地使用分區內含有數種原屬不同強

度之使用分區，今為釐清各不同屬性之原使用分區強度，以利公私部門對各範

圍內土地容積之計算，俾後續建築開發有所依循及管制，故應依都市計畫法第

23 條及相關規定辦理地籍分割測量，…」，請貴總隊配合辦理。 
三、 副本抄送本市各地政事務所、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第一科（均

含附件）。 
附件 
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97.7.31 北市都規字第 09733464000 號 
主 旨： 有關本市原屬第三種住宅區、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經變更為第三種商業區（原屬

住 3）及第三種商業區（原屬住 3-1），是否符合都市計畫法第 23 條規定為不同

土地使用分區之界線，須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逕行辦理地籍測

量及分割登記疑義 1 案，復如說明，請 查照。 
說 明：  

一、 復 貴處 97 年 7 月 7 日北市地一字第 09731578600 號函。 
二、 依「都市計畫法」第 23 條第 3 項規定：「細部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應於一年

內豎立都市計畫樁、計算坐標及辦理地籍分割測量，並將道路及其他公共設施

用地、土地使用分區之界線測繪於地籍圖上，以供公眾閱覽或申請謄本之用」、

「都市計畫樁測定及管理辦法」第 38 條規定：「都市計畫樁豎立完竣，並經依

第七條規定公告確定後，直轄市、縣（市）（局）政府工務（建設或都市計畫）

單位除應將樁位座標表、樁位圖、樁位指示圖及有關資料送地政單位外，並應

實地完成樁位點交作業，據以辦理地籍逕為分割測量。」及「平均地權條例施

行細則」第 3 條規定（略以）：「本條例施行區域內之都市土地範圍及其土地使

用分區與公共設施用地界線，應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都市計畫法第

23 條規定，釘立界樁及中心樁，並計算座標後點交地政機關，於辦理規定地價

或重新規定地價前，據以逕行辦理地籍測量及分割登記」，故依前揭規定，細

部計畫發布實施後，為釐清不同使用分區分界，應辦理地籍分割測量及其相關

作業，旨揭地號土地所在之細部計畫於 74 年 6 月 27 日即已公告在案，先予敘

明。 
三、 另依本府 84 年 9 月 27 日府都二字第 84064377 號公告之「修訂台北市主要計

畫商業區（通盤檢討）計畫案」內及相關細部計畫案之規定，同一土地使用分

區內其使用分區之強度係規範依發布實施前之使用分區強度規定辦理者或同

一土地使用分區內含有數種原屬不同強度之使用分區，今為釐清各不同屬性之

原使用分區強度，以利公私部門對各範圍內土地容積之計算，俾後續建築開發

有所依循及管制，故應依都市計畫法第 23 條及相關規定辦理地籍分割測量，

尚請 貴處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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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產業發展局函為土地興建農舍後申請分割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97.8.26 北市地一字第 09732133100 號 

說 明： 
一、 依本府產業發展局 97 年 8 月 21 日北市產業農字第 0973318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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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一科。 
附件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函 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等 

97.8.21 北市產業農字第 09733184200 號 
主 旨： 有關本市士林區○○段○○小段 230 地號土地興建農舍後申請分割一案，復請 

查照。 
說 明：  

一、 依據臺北市建築管理處 97 年 8 月 14 日北市都建照字第 09733983500 號函辦理。 
二、 本案經查本市都市計畫內之「農業區」及「保護區」土地，依據農業發展條例

第 3 條第 10 款規定為「農業用地」，非屬同條第 11 款「耕地」，故無該條例第

16 條之適用，先予敘明；另依據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9 條規定，都市計畫

地區之農業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於都市計畫及地籍套繪圖

上，將已興建及未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分別著色標示，並應將農舍坐落之地號

及提供興建農舍之所有地號之清冊，送地政機關於土地登記簿上註記。 
三、 農業發展條例第 18 條第 4 項另規定，農舍應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或併同設

定抵押權，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不得重複申請，故本案申請農舍坐落用

地分割一節，法無禁止，惟地政單位仍應予以註記，並應併同農舍坐落用地方

准移轉。 
 

修正臺北市政府地政處「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民眾以匯款方式

繳納地政規費辦理須知」如附件，並自即日起施行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97.8.25 北市地一字第 09732001200 號 

說 明： 
一、 依本處 97 年 8 月 12 日北市地一字第 09731951101 號函續辦。 
二、 本市士林地政事務所建議加強宣導遠地民眾以郵政匯票方式繳納地政規費，手

續費便宜又較方便一節，請各所參辦。 
三、 副本抄送臺北市議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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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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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民眾以匯款方式繳納地政規費辦理須知 

一、為加強便民服務，減少民眾攜帶現金之風險，提供多元繳納地政規費之方式，民眾

向本市各地政事務所申請之登記及測量案件，如應納地政規費之金額為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者，得以匯款方式辦理。 
二、民眾應自行依土地法規定核計規費，於送件前向地政事務所確認應匯入之帳號後辦

理匯款。 
三、匯款人應於金融機構之匯款單附註欄註明係為繳納○○○（申請登記或測量之事由）

地政規費之用，並填註申請登記之地段號及登記權利人及義務人姓名或測量申請人

姓名，以供地政事務所核帳之用。 
四、申請人應俟所匯款項確認匯入地政事務所專戶後，再持憑匯款單影本向地政事務所

提出申請，地政事務所於受理以匯款繳交地政規費之案件時，先由計費人員核算其

應繳之規費並確認該款項已匯入專戶無誤後，將匯款單影本併於申請案內辦理收

件，並開立規費收據交予申請人。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民眾以匯款方式繳納地政規費辦理須知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 為加強便民服務，減少民眾攜

帶現金之風險，提供多元繳納

地政規費之方式，民眾向本市

各地政事務所申請之登記及

測量案件，如應納地政規費之

金額為新臺幣三萬元以上

者，得以匯款方式辦理。 

一、 為加強便民服務，減少民眾攜

帶現金之風險，提供多元繳納

地政規費之方式，民眾向本市

各地政事務所申請之登記及

測量案件，如應納地政規費之

金額為新臺幣拾萬元以上

者，得以匯款方式辦理。 

為減少民眾攜帶現

金風險及不便，並

避免地政事務所懸

帳之發生，故放寬

匯款金額為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者，得

以匯款款方式辦

理。 
二、 民眾應自行依土地法規定核

計規費，於送件前向地政事務

所確認應匯入之帳號後辦理

匯款。 

二、 民眾於送件前應自行依土地

法規定核計規費，並向地政事

務所確認應匯入之帳號後至

金融機構辦理匯款。 

酌修文字 

三、 匯款人應於金融機構之匯款

單附註欄註明係為繳納○○

○（申請登記或測量之事由）

地政規費之用，並填註申請登

記之地段號及登記權利人及

義務人姓名或測量申請人姓

名，以供地政事務所核帳之

用。 

三、 匯款人應於金融機構之匯款

單附註欄註明係為繳納○○

○（申請登記或測量之事由）

地政規費之用，並填註登記權

利人及義務人姓名或測量申

請人姓名，以供地政事務所核

帳之用。 

增列於匯款單上填

註地段號，以利核

帳，減少懸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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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請人應俟所匯款項確認匯

入地政事務所專戶後，再持憑

匯款單影本向地政事務所提

出申請，地政事務所於受理以

匯款繳交地政規費之案件

時，先由計費人員核算其應繳

之規費並確認該款項已匯入

專戶無誤後，將匯款單影本併

於申請案內辦理收件，並開立

規費收據交予申請人。 

四、 申請人應俟所匯款項確認匯

入地政事務所專戶後，再持憑

匯款單影本向地政事務所提

出申請，地政事務所於受理以

匯款繳交地政規費之案件

時，先由計費人員核算其應繳

之規費無誤並確認該款項已

匯入專戶後，將匯款單影本併

於申請案內辦理收件，並開立

規費收據交予申請人。 

酌修文字 

 

修正臺北市政府地政處訂頒之「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退還地政規費

作業注意事項」如附件，並自即日起施行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97.8.29 北市地一字第 09731076300 號 

說 明： 
一、 依本處 97 年 8 月 27 日北市地一字第 09731076340 號函續辦。 
二、 本處原訂頒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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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修正為「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退還地政規費作業注意事項」，內容修

正如附件。 
三、 副本抄送臺北市議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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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一科。 
附件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退還地政規費作業注意事項」 

一、為統一本市各地政事務所退還地政規費作業方式，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所稱地政規費，係指土地法第六十七條、第七十六條及第七十九條之二

規定之登記費、書狀費、工本費及閱覽費及土地法第四十七條之二規定之土地複丈

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 
三、申請人申請退還地政規費，除應依規費法第十八條、土地登記規則第五十一條及地

籍測量實施規則第二百十四條、第二百六十六條辦理外，並應依本注意事項辦理。 
  地政事務所因核計錯誤致溢收地政規費者，應主動辦理退費。 
四、申請案件經申請人撤回者得同時申請退還地政規費。 
五、申請人申請退還地政規費應檢具下列文件辦理： 
 （一）地政規費退還申請書。（格式一） 
 （二）地政規費收據第一聯及第四聯正本。 
 （三）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前項申請退還地政規費如係土地登記、複丈、建物測量案件規費者，應檢附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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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複丈、建物測量申請書正本。 
  第一項第二款之地政規費收據第一聯正本，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得免檢附： 
 （一）繳款人因收據遺失並檢具切結書或於地政規費退還申請書備註欄切結者。 

（二）政府機關因報帳核銷歸檔無法檢附，並於地政規費退還申請書備註欄切結，或

出具公文敘明無法檢附之事由者。 
六、承辦人員於辦理案件過程，發現有溢繳地政規費情形，應於案件審查意見欄簽註溢

繳規費項目及金額，並填具「臺北市○○地政事務所溢繳地政規費退還簽辦單」（格

式二），經核定後，應先通知申請人或代理人於領件時攜帶地政規費收據第一聯正本

辦理，併同申請案件申請書及規費收據第四聯影本，移送第四課續辦。 
七、 申請退還地政規費應由地政規費收據之繳款人為申請人，如其申請係委託他人代

理，應檢具委託書辦理，但於申請書已載明委任關係者，不在此限。 
八、申請人依前點規定申請退還已繳之地政規費，若因所附文件不齊備需補正者，地政

事務所應於通知函內敘明應於文到十五日內補齊資料，逾期即予結案。 
九、逾前點規定之補正期間始補齊資料者，其得申請退費期間之計算仍以申請人接獲駁

回通知書或登記機關同意撤回或其他依法令應予退還之次日起算，惟得扣除第一次

提出退費申請至地政事務所通知申請人補附資料之期間（含補正期間十五日）。 
十、符合規定得退還規費者，於業務主管核定後，依臺北市市庫收入退還及支出收回處

理要點第三點規定處理。 
  退費金額未超過新臺幣三萬元者，得就當日未繳庫之收入中辦理現金退還。 
十一、出納人員於填具市庫收入退還書時，應同時填寫備查簿（格式三）俟市庫辦妥退

款手續送回第二聯，再於備查簿登錄公庫付款日期。 
十二、經核准退還規費後，如以現金方式退費時，應於原申請書及地政規費第一聯、第

四聯收據正本加蓋「已退還現金在案」章戳，若只退還部分規費，則加蓋「已退

還現金 XXX 元後餘 XXX 元」章戳，收據第一聯退還申請人，如以存帳方式退費

時，則於上開書據正本加蓋「已核開市庫收入退還書（NO．XXX 號）退還在案」

章戳，若只退還部分規費，則加蓋「已核開市庫收入退還書（NO．XXX 號）退

還 XXX 元後餘 XXX 元」章戳，收據第一聯退還申請人；如以開立市庫支票退費

時，則於上開書據正本加蓋「已核開市庫支票（NO．XXX 號）退還在案」章戳，

若只退還部分規費，則加蓋「已核開市庫支票（NO．XXX 號）退還 XXX 元後餘

XXX 元」章戳，收據第一聯連同市庫支票函送退費受領人。 
十三、溢收登記罰鍰之退還，得比照本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十四、申請退還土地界標供應費者，應於案件撤回或依法駁回或測量完竣後三個月內，

檢附未使用且未受損之土地界標及第四點之文件，比照本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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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背面） 
 

地政規費退還申請書填寫說明 

壹、一般填法： 
一、以黑色、藍色墨汁鋼筆、原子筆或電腦打字正楷填寫。 
二、字體需端正，不得潦草，如有增、刪文字時，應在增、刪處由申請人蓋章。 

貳、各欄填法： 
一、 「受文機關」欄：依地政規費收據之收款機關填寫。 
二、 「申請日期」欄：為申請退費當日之日期。 
三、 「申請退費金額」欄：以國字大寫填列應退費之金額。 
四、 「申請退費原因」欄：依申請退費之理由分別勾選。 
五、 「原申請案號」欄：依申請書上之收件日期及案號填寫。例如：94 年 4 月 1 日

士林字第 12345 號。 
六、 「駁（撤）回測量完竣」欄：案件依法駁回者，填寫駁回日期；案件申請撤回

者，填寫准予撤回之日期；申請退還土地界標供應費者，填寫案件駁回或撤回

或測量完竣之日期。 
七、 「退還種類」欄：依地政規費收據所載收費項目分別勾選，並填寫可退還金額

（得以阿拉伯數字填寫）。 
八、 「退還方式」欄：請先勾選現金退還或匯款方式或領取市庫支票。 

1. 勾選現金退還者，以新臺幣 3 萬元為限。 
2. 勾選匯款方式者，請再勾選匯入郵局帳戶或金融機構帳戶。（請注意：請正確

填寫帳號以維護權益，另提供帳戶之戶名應與受領人相同）。 
3. 勾選領取市庫支票者，請再勾選郵寄或親自領取。 

九、 「退費結果通知」欄：若選擇開立市庫支票或部分退費需檢還收據者，請選擇

郵寄通知。 
十、 「附繳證件」欄：按所附證件之名稱、份數填寫。 
十一、「申請人」欄：依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及聯絡電話逐欄詳實填寫並蓋章。 
十二、「代理人」欄：依姓名、身分證字號、住址及聯絡電話逐欄詳實填寫並蓋章。 
十三、「委任關係」欄：委託代理人申請退費或以代理人為受領人時，應由申請人填

明委任關係，並敘明是否同意以代理人為受領人並由委託人認章。 
十四、「領訖人簽章」欄:依實際領得之現金金額填寫並由具領人蓋章。 
十五、雙線以下申請人不必填載。 
十六、申請退還地政規費，應於接獲駁回通知書或同意撤回文件之次日起 5 年內為

之。 
十七、申請退還土地界標供應費者，應於案件撤回或依法駁回後 3 個月內，檢附未

使用且未受損之土地界標及附繳證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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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格式三 

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 

收入退還書備查簿 

中華民國    年度 

退還科目名稱及金額 
編號 

開單 

日期 
受款人 

申 請 書 

收文字號 登記費審查費 工本費 罰鍰 其他  合計 

公款付款

日  期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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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退還地政規費作業注意事項」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名稱：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

所退還地政規費作業

注意事項」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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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名稱修正。 
二、 地政事務所核收規費項

目，不限於登記及測量規

費，尚有其他，加諸納入

主動退還溢繳規費，爰修

正本注意事項名稱。 
一、 為統一本市各地政事務

所退還地政規費作業方

式，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一、 為統一本市各地政事務

所受理人民申請退還土

地登記、測量規費作業方

式，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因納入主動退還溢繳登記規

費服務並配合法規名稱修

正，爰修正文字。 

二、 本注意事項所稱地政規

費，係指土地法第六十七

條、第七十六條及第七十

九條之二規定之登記

費、書狀費、工本費及閱

覽費及土地法第四十七

條之二規定之土地複丈

費及建築改良物測量費。 

 一、本點新增。 
二、新增地政規費定義。 

三、 申請人申請退還地政規

費，除應依規費法第十八

條、土地登記規則第五十

一條及地籍測量實施規

則第二百十四條、第二百

六十六條辦理外，並應依

本注意事項辦理。 
 地政事務所因核計錯誤

致溢收地政規費者，應主

動辦理退費。 

二、 申請人申請退還土地登

記、測量規費，除應依土

地登記規則第五十一條

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二百十四條、第二百六十

六條辦理外，並應依本注

意事項辦理。 

一、點次調整。 
二、 配合本處九十三年十一

月九日北市地一字第○

九三三三二一九五○一

號函規定各地政事務所

溢收規費處理方式，應主

動辦理退還溢收登記規

費之規定，爰增訂第二

項。 

四、 申請案件經申請人撤回

者得同時申請退還地政

規費。 

三、 申請人申請退還土地登

記、測量規費，應於接獲

駁回通知書或登記機關

同意撤回文件或其他依

法令應予退還之次日起

五年內為之，但申請撤回

者得同時申請退費。登

記、測量案件涉曾提起行

一、 點次調整。 
二、 申請退費期間於土地登

記規則、地籍測量實施規

則及規費法已有明定，毋

需重複，爰予刪除，並修

正文字。 
三、 原條文後段因涉及人民

權利義務，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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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救濟及訴訟者，其期間

不得扣除。 
五、 申請人申請退還地政規

費應檢具下列文件辦理： 
 （一） 地政規費退還申請

書。（格式一） 
 （二） 地政規費收據第一

聯及第四聯正本。 
 （三）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

件。 
 前項申請退還地政規費

如係土地登記、複丈、建

物測量案件規費者，應檢

附原土地登記、複丈、建

物測量申請書正本。 
 第一項第二款之地政規

費收據第一聯正本，有下

列情形之ㄧ者得免檢附： 
 （一） 繳款人因收據遺失

並檢具切結書或於

地政規費退還申請

書備註欄切結者。 
 （二） 政府機關因報帳核

銷歸檔無法檢附，並

於地政規費退還申

請書備註欄切結，或

出具公文敘明無法

檢附之事由者。 

四、 申請人申請退還土地登

記或測量規費應檢具下

列文件辦理： 
 （一） 地政規費退還申請

書。（格式一） 
 （二） 地政規費收據一、四

聯正本。（第一聯遺

失得檢附切結書辦

理） 
 （三） 原土地登記、複丈、

建物測量申請書、駁

回通知書或同意撤

回文件正本。 
 申請退費者如為政府機

關，因地政規費收據第一

聯已報帳核銷歸檔無法

檢附時，得於地政規費退

還申請書上敘明理由無

須另立切結書，亦得由該

機關出具公文敘明無法

檢附之事由，免附前項第

二款之文件。 

一、 配合法規名稱修正及敘

明申請退還地政規費如

係土地登記、複丈、建物

測量案件規費者應另行

檢附之文件，爰將現行條

文第一項分列為二項，並

修正文字。 
二、 因案件駁回或同意撤回

辦理情形，地政事務所得

由內部查詢方式得知，毋

需申請人檢附，爰刪除現

行條文第一項第三款文

字。 
三、 原第二項移列第三項，並

分款敘明得免檢附地政

規費收據第一聯正本之

情形。 
四、 修正格式一，退還種類增

列「其他」、填寫說明五、

十一、十二及十三修正文

字。 

六、 承辦人員於辦理案件過

程，發現有溢繳地政規費

情形，應於案件審查意見

欄簽註溢繳規費項目及

金額，並填具「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溢繳地政

規費退還簽辦單」（格式

二），經核定後，應先通

知申請人或代理人於領

件時攜帶地政規費收據

第一聯正本辦理，併同申

 一、本點新增。 
二、 新增主動通知退還溢繳

規費作業方式，加強便民

措施，減少民怨。 
三、 新增「臺北市○○地政事

務所溢繳地政規費退還

簽辦單」（格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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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案件申請書及規費收

據第四聯影本，移送第四

課續辦。 
七、 申請退還地政規費應由

地政規費收據之繳款人

為申請人，如其申請係委

託他人代理，應檢具委託

書辦理，但於申請書已載

明委任關係者，不在此

限。 

五、 地政規費退還申請人應

為地政規費收據之繳款

人，如以代理人為申請退

費受領人時，應由申請人

於地政規費退還申請書

內敘明同意以代理人為

受領人之事由，並加蓋與

原登記、複丈、測量申請

書案件同一印章。 

一、 點次調整。 
二、 第一項文字修正，原第一

項後段因申請退費之委

任關係由代理人出具委

託書或於申請書已載明

委任關係者已足表示其

真意，應毋需另行檢附印

鑑證明或加蓋與原申請

書同一印章。 
八、 申請人依前點規定申請

退還已繳之地政規費，若

因所附文件不齊備需補

正者，地政事務所應於通

知函內敘明應於文到十

五日內補齊資料，逾期即

予結案。 

六、 申請人依第五點規定申

請退還已繳之登記、測量

規費，若因所附文件不齊

備需補正者，地政事務所

應於通知函內敘明「申請

人應於文到十五日內補

齊資料，逾期即予結案。」

字樣。 

一、 點次調整。 
二、 配合點次調整及法規名

稱修正，酌作文字修正。

九、 逾前點規定之補正期間

始補齊資料者，其得申請

退費期間之計算仍以申

請人接獲駁回通知書或

登記機關同意撤回或其

他依法令應予退還之次

日起算，惟得扣除第一次

提出退費申請至地政事

務所通知申請人補附資

料之期間（含補正期間十

五日）。 

七、 逾第六點規定之補正期

間始補齊資料者，期間之

計算仍以申請人接獲駁

回通知書或登記機關同

意撤回或其他依法令應

予退還之次日起算，惟得

扣除第一次提出退費申

請至地政事務所通知申

請人補附資料之期間（含

補正期間十五日），如逾

第三點規定之期間時，則

不予受理。 

一、 點次調整。 
二、 配合點次調整，酌作文字

修正。 
三、 逾期不予受理事屬當

然，爰刪除末段文字。

十、 符合規定得退還規費

者，於業務主管核定後，

依臺北市市庫收入退還

及支出收回處理要點第

三點規定處理。 
 退費金額未超過新臺幣

三萬元者，得就當日未繳

八、 符合規定很退還規費

者，於業務主管核定後，

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 退費款項未超過三

萬元者，可由收費人

員就當日未繳庫之

收入中辦理現金退

一、 點次調整。 
二、 臺北市市庫收入退還及

支出收回處理要點第三

點規定已明定現金、支

票、匯款及無專戶可供辦

理收入退還之機關之作

業方式，爰予修正。 



 

 38

庫之收入中辦理現金退

還。 
還，並於結帳時統計

每 日 收 入 與 退 還

數，送出納人員逐日

填具二聯式市庫收

入退還書連同繳款

書一併送市庫代理

銀行。 
 （二） 非以現金退還者，由

出納人員填具二聯

式市庫收入退還書

送請市庫代理銀行

將受款人應領之款

項以存帳方式匯入

其指定之金融機構

或郵局帳戶。若受款

人未指定金融機構

或郵局帳戶者，則填

具以原收入機關專

戶為受領人之市庫

收入退還書，送請市

庫代理銀行將款項

轉 入 其 保 管 金 專

戶，再簽開專戶支票

函送退費受領人。

十一、 出納人員於填具市庫

收入退還書時，應同時

填寫備查簿（格式三）

俟市庫辦妥退款手續

送回第二聯，再於備查

簿登錄公庫付款日期。 

九、 出納人員於填具市庫收

入退還書時，應同時填寫

備查簿（格式二）俟市庫

辦妥退款手續送回第二

聯，再於備查簿登錄公庫

付款日期。 

一、 點次調整。 
二、文字修正。 

十二、 經核准退還規費後，如

以現金方式退費時，應

於原申請書及地政規

費第一聯、第四聯收據

正本加蓋「已退還現金

在案」章戳，若只退還

部分規費，則加蓋「已

退還現金 XXX 元後餘

XXX 元」章戳，收據

十、 經核准退還規費後，如以

現金方式退費時，應於原

登記、複丈、測量申請書

及地政規費第一、四聯收

據正本加蓋「已退還現金

在案」章戳，若只退還部

分規費，則加蓋「已退還

現金 XXX 元後餘 XXX
元」章戳，收據第一聯退

一、 點次調整。 
二、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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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聯退還申請人，如

以存帳方式退費時，則

於上開書據正本加蓋

「已核開市庫收入退

還書（NO．XXX 號）

退還在案」章戳，若只

退還部分規費，則加蓋

「已核開市庫收入退

還書（NO．XXX 號）

退 還 XXX 元 後 餘

XXX 元」章戳，收據

第一聯退還申請人；如

以開立市庫支票退費

時，則於上開書據正本

加蓋「已核開市庫支票

（NO．XXX 號）退還

在案」章戳，若只退還

部分規費，則加蓋「已

核開市庫支票（NO．

XXX 號）退還 XXX
元後餘 XXX 元」章

戳，收據第一聯連同市

庫支票函送退費受領

人。 

還申請人，如以存帳方式

退費時，則於上開書據正

本加蓋「已核開市庫收入

退還書（NO．XXX 號）

退還在案」章戳，若只退

還部分規費，則加蓋「已

核開市庫收入退還書

（NO．XXX 號）退還

XXX 元後餘 XXX 元」章

戳，收據第一聯退還申請

人；如以開立市庫支票退

費時，則於上開書據正本

加蓋「已核開市庫支票

（NO．XXX 號）退還在

案」章戳，若只退還部分

規費，則加蓋「已核開市

庫支票（NO．XXX 號）

退還 XXX 元後餘 XXX
元」章戳，收據第一聯連

同市庫支票函送退費受

領人。 

十三、 溢 收 登 記 罰 鍰 之 退

還，得比照本注意事項

規定辦理。 

 一、 本點新增。 
二、 登記罰鍰如有溢收情事

者，亦得主動退還或經人

民申請退還，爰增列得比

照辦理。 
十四、 申請退還土地界標供

應費者，應於案件撤回

或依法駁回或測量完

竣後三個月內，檢附未

使用且未受損之土地

界 標 及 第 四 點 之 文

件，比照本注意事項規

定辦理。 

十一、 申請退還土地界標供

應費者，應於案件撤回

或依法駁回或測量完

竣後三個月內，檢附未

使用且未受損之土地

界 標 及 第 四 點 之 文

件，比照本注意事項規

定辦理。 

點次調整。 

 十二、 本注意事項如有未盡

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一、本點刪除。 
二、 法理當然，毋庸訂定，爰

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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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繪成果申請使用辦法」業經內政部於 97 年 7月 29 日以台內地

字第 0970123687 號令訂定發布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所屬各所隊 
97.8.4 北市地一字第 09731922600 號 

說 明： 
一、 依本府 97 年 8 月 1 日府授地一字第 09706158200 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其

附件影本各 1 份。 
二、 副本抄送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第一科、第二科、第三科、第

四科、第五科。 
附件 1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政府各一級機關 

97.8.1 府授地一字第 09706158200 號 
主 旨： 「測繪成果申請使用辦法」業經內政部於 97 年 7 月 29 日以台內地字第

0970123687 號令訂定發布，轉請查照。 
說 明： 依內政部 97 年 7 月 29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236875 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其

附件影本各 1 份。 
附件 2 
內政部函 國家安全局等 

97.7.29 台內地字第 09701236875 號 
主 旨： 「測繪成果申請使用辦法」，業經本部於 97 年 7 月 29 日以台內地字第

0970123687 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附發布令（含附件）1 份，請 查照並轉知所

屬。 
附件 3 
內政部令 

97.7.29 台內地字第 0970123687 號 
訂定「測繪成果申請使用辦法」。 
 附「測繪成果申請使用辦法」 

測繪成果申請使用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土測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機關、團體或個人（以下簡稱申請人）申請使用測繪成果，得向該成果產製之

機關為之。 
前項成果依本法第八條第二項及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應送主管機關建檔管理

者，其申請，亦得向主管機關為之。 
第三條 申請人申請使用測繪成果，應填具申請書，載明下列事項，並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 
一、申請人資格及身分資料： 

（一）申請人為機關者，其名稱、地址、代表人姓名、聯絡人姓名及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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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二）申請人為團體者，其名稱、立案證號、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代

表人姓名、聯絡人姓名及聯絡電話。 
（三）申請人為個人者，其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或通訊地址

及聯絡電話。 
二、申請使用目的。 
三、申請測繪成果之項目、範圍及數量。 
四、申請日期。 
前項之申請，得以書面通訊或電子傳遞方式為之；以電子傳遞方式者，其電

子簽章，限以內政部憑證管理中心簽發之自然人憑證為之。 
第四條 前條申請資料不完備或內容欠缺，其能補正者，受理機關應通知申請人於收受

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駁回之。 
第五條 依第二條受理測繪成果申請之機關，應於受理申請之日起三十日內，為准駁之

決定；必要時，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不得逾十五日。 
前項測繪成果之申請，有下列情形之ㄧ者，得不予提供： 
ㄧ、測繪成果內容依法規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 
二、申請範圍與申請使用目的不符者。 
三、申請使用目的不符合相關法規者。 

第六條 申請測繪成果之收費，受理機關應考量下列因素為之： 
一、測繪建置成本。 
二、管理維護成本。 
三、檢索、審查、複製及重製成本。 
前項收費，於學術研究、公益用途或機關間訂有協議者，得予減免。 

第七條 測繪成果涉及國家機密者，其機密等級由產製機關依國家機密保護法規定，報

由權責機關核定，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以提供機關申請使用為原則，非經原核定機關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攜

帶或傳遞至國外。 
二、申請應載明保管人姓名、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其領用、保管、使用及

管制，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三、以實體交付為原則，並於實體上標示機密等級及編號，屬電子資料檔案

者，須以加密技術處理。 
四、不得與網際網路連線。 

第八條 測繪成果之申請使用，應遵行下列事項： 
ㄧ、不得移作申請目的以外之使用。 
二、申請人因業務需要委託其他機關執行時，應要求受委託機關指派專人保

管，列入移交，不得自行複製或交付他人使用，並應於業務完成後繳回，

不得留存。 
三、非經產製或提供之機關同意，不得自行轉錄、轉售或贈與。 
四、申請人不得接受大陸及港澳地區黨政軍設立及指定機構或委託之機關團

體委託，申請測繪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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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有關地政士代理申辦土地登記申請案，由僱用之登記助理員領件，

仍請依現行作業方式，持憑原申請案件之收件收據及代理人（或複

代理人）原收件印章辦理領件手續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 
97.8.13 北市地一字第 09731913800 號 

說 明： 
一、 本處 97 年 7 月 30 日北市地一字第 09731851500 號函續辦，兼復 貴所 97 年 7

月 24 日北市士地三字第 09731105900 號函。 
二、 查人民申請登記案件收據及收件清冊內均無登記助理員相關資料可供發狀人

員核對，如由地政士僱用之登記助理員領件時，免攜帶代理人（或複代理人）

於登記申請案所蓋之印章，僅持憑收件收據並出示其身分證明文件即可領回依

法應發給或發還之文件，對於該助理員而言，或可避免因未攜帶代理人（或複

代理人）於登記申請案所蓋之印章而無法領件之情形；惟對於發狀人員而言，

則尚需查調原登記案或登入「不動產服務業管理作業系統」內查詢登記助理員

之身分，並請登記助理員出示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核對，勢必增加領件作業程

序，延誤領件時間並造成其他領件者久候。且實務上，登記助理員異動頻繁，

如其於離職後，仍持收件收據至各地政事務所領件，而未將領具文件交付予該

登記案之代理人（或複代理人），恐引起日後紛爭。為免增加不必要之誤解及

民怨，本案仍請依現行作業方式，持憑原申請案件之收件收據及代理人（或複

代理人）原收件印章辦理領件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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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一科。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取得時點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97.8.18 北市地一字第 09732035800 號 

說 明： 
一、 依本府 97 年 8 月 14 日府授產業農字第 09705260300 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

其附件影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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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一科。 
附件 1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建築管理處等 

97.8.14 府授產業農字第 09705260300 號 
主 旨： 檢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取得時點函釋影本 1 份，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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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照。 
說 明：  

一、 依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7 年 8 月 4 日農授水保字第 0971843810 號函辦理。 
二、 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凡經合併、分割，如權屬或面積有變動者，其土地取

得時點之計算，應以土地登記機關最後完成合併分割分割登記之時點為基準；

農業發展條例修正施行前取得之共有耕地，於修正施行後分割為單獨所有者，

方得依該條例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如為單獨所有者，其分割或合併後，

因權屬或面積有變動，需依其最新登記時點為認定基準。 
附件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 宜蘭縣政府等 

97.8.4 農授水保字第 0971843810 號 
主 旨： 土地經辦理合併分割，如權屬或面積有變動者，依土地法第 43 條規定：「依本

法所為之登記，有絕對效力」，其土地取得時點之計算，應以土地登記機關最

後完成合併分割登記之時點為基準；農業發展條例修正施行前取得之共有耕

地，於修正施行後分割為單獨所有者，得依該條例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

請查照。 
說 明：  

一、 依據本會 97 年 7 月 29 日邀集本會相關單位及內政部（含地政司、營建署）、

縣（市）政府等，召開研商「土地合併分割交換調整後其取得時點計算基準、

審查『維護農業生產』『不影響農村發展』及拍定取得 2 棟以上農舍移轉疑義」

會議決議辦理。 
二、 本會 93 年 6 月 21 日農受水保字第 0931811448 號函等相關函釋停止適用。 

 

內政部函釋有關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 87 條規定辦理清算登記

相關事宜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97.8.21 北市地一字第 09732055200 號 

說 明： 
一、 依內政部 97 年 8 月 13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50210 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

及附件影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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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資訊室、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及第一科。 
附件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政府地政處等 

97.8.13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50210 號 
主 旨： 有關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 87 條規定辦理清算登記相關事宜乙案，請查照

轉行。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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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苗栗縣政府 97 年 8 月 5 日府地籍字第 0970112682 號函辦理。 
二、 依 97 年 4 月 11 日施行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 8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

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就債務人或清算財團有關之登記，應即通知該管登

記機關為清算之登記，另管理人亦得持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向該管登記機關

聲請為清算之登記。故登記機關於接獲法院囑託，或受理管理人持開始清算程

序之裁定辦理清算登記時，請以「註記」為登記原因，將清算登記之事實註記

於其他登記事項欄（所有權或他項權利），內容為：「代碼『９Ｍ』（清算登記：）

○○地方法院○○年○○月○○日○○○字第○○○○號函於○○年○○月

○○日○○時以○○年度○○○字○○號裁定開始清算」，登記完畢後，該標

的如已有他項權利設定或經另案辦理查封登記時，應將權利人姓名、住址、設

定日期、金額等登記情形及查封案號函復裁定法院；至法院囑託辦理塗銷該清

算登記時，請以「塗銷註記」為登記原因辦理該清算登記註記之塗銷登記。本

項註記之訴訟標的有禁止移轉及設定負擔之效力，惟如有上開條例第 87 條第 3
項規定債務人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於

清算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得依法院通知登記為債務人所有。 
三、 增訂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規範第八章第十一、其他登記事項類

別「９Ｍ」，其資料內容及登錄內容如附件。 

土地登記複丈地價地用電腦作業系統規範 
第八章第十一、其他登記事項類別 

代碼第一位英文字母之意義各代表如下：A：土地標示部使用。B：土地所有權部使用。

C：土地他項權利部使用。D：建物標示部使用。E：建物所有權部使用。F：建物他項

權利部使用。G：上述六部圴可使用。９：限制處分事項。 

代碼 資 料 內 容 登  錄  內  容 

９Ｍ 清算登記： ○○地方法院○○年○○月○○日○○○字

第○○○○號函於○○年○○月○○日○○

時以○○年度○○○字○○號裁定開始清算 

 

檢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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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第 10 次）會議紀錄乙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97.8.25 北市地一字第 09732129900 號 

說 明： 
一、 依本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97 年 8 月 14 日北市松地一字第 09731145200 號及本市

大安地政事務所 97 年 8 月 18 日北市大地一字第 09731061100 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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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法規委員會、

本處曾主任秘書秋木、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及第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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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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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第 10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97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本府市政大樓 3 樓西北區民眾及記者接待室 
參、主席：曾主任秘書○○                    記錄：林○○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伍、列席人員：無 
陸、討論事項及結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 

一、案由：有關羅○○君申請買賣移轉登記是否應繳罰鍰疑義乙案，提請討論。 
二、說明： 

（一） 依本市松山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松山所）97年 7月 29日收件信義字第 16939
號登記請案辦理。 

（二） 案情說明： 
1. 羅○○君（以下簡稱羅君）以上開登記申請案，就本市所有（管理機關：本

府財政局，以下簡稱財政局）信義區○○段○○小段 32、32-5、44 地號土地

（權利範圍各 7/19606）申請買賣移轉登記，經查案附財政局 96 年 8 月 20
日核發之產權移轉證明書載有 97 年 7 月 18 日補發字樣，故以 96 年 8 月 20
日為原因發生日期，並核計應繳納登記費罰鍰，松山所爰以：「…2.本案逾期

登記，請繳納登記費 9 倍之罰鍰（計新臺幣 1,935 元），如有可扣除期間之證

明文件請自行檢附俾憑核算登記罰鍰。…」等理由通知補正。嗣羅君主張因

財政局未送達該產權移轉證明書，致無法申辦產權移轉登記以致逾期，應無

可歸責之情事。松山所遂以 97 年 7 月 31 日北市松地一字第 09731069900 號

函詢財政局該產權移轉證明是否送達等事宜，經該局以 97 年 8 月 6 日北市

財管字第 09732251900 號函復略以：「…本局旨揭號函所附出售市有房地產

權移轉證明書等資料，係以普通掛號郵件依羅○○君所留之通訊處（臺北市

基隆路 1 段 350 號 5 樓之 85）寄出，未遭郵局退回…。三、至本局核發產權

移轉證明書後，並未追蹤承購人是否依土地法第 72、73 條規定，於 1 個月

內辦理產權移轉變更登記。」。 
2. 又羅君數度就其未收受產權移轉通知情事提出陳情，並於 97 年 8 月 11 日檢

附說明書、興隆里整建住宅管理委員會 97 年 7 月 16 日函及同日申請補發產

權移轉證明書之申請書，敘明原產權移轉證明書係因管理委員會正值交接期

間，工作人員疏忽致該信函未確實送達羅君，此屬不可歸責於申請人，故其

登記應免繳納登記費罰鍰云云，因乏前案可循，故提請討論。 
（三） 法令及疑義分析： 

1. 法令依據： 
（1） 土地法第 73 條規定：「土地權利變更登記，應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

聲請之。其無義務人者，由權利人聲請之。…前項聲請，應於土地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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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後 1 個月內為之。…聲請逾期者，每逾 1 個月得處應納登記費額 1
倍之罰鍰。但最高不得超過 20 倍。」。 

（2） 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充規定第 8 點規定：「逾期申請土地權利

變更登記者，其罰鍰計算方式如下：（一）法定登記期限之計算：土地

權利變更登記之申請登記期限，自登記原因發生之次日起算，並依行政

程序法第 48 條規定計算其終止日。（二）可扣除期間之計算：…其他情

事除得依有關機關核發文件之收件及發件日期核計外，應由申請人提出

具體證明，方予扣除。…（三）罰鍰之起算：逾越法定登記期限未超過

1 個月者，雖屬逾期範圍，仍免予罰鍰，超過 1 個月者，始計收登記費

罰鍰。…」。 
（3） 行政程序法第 68 條規定：「送達由行政機關自行或交由郵政機關送達。

行政機關之文書依法規以電報交換、電傳文件、傳真或其他電子文件行

之者，視為自行送達。由郵政機關送達者，以一般郵遞方式為之。但文

書內容對人民權利義務有重大影響者，應為掛號。」、第 73 條規定：「於

應送達處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時，得將文書付與有辨別事理能力之同

居人、受僱人或應送達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前項規定於前項人員與應

受送達人在該行政程序上利害關係相反者，不適用之。應受送達人或其

同居人、受僱人、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理由拒絕收領文書時，得將文書

留置於應送達處所，以為送達。」。 
2. 疑義分析： 

（1） 本案產權移轉證明書既已由財政局以掛號郵件寄出，羅君通訊處所之

管理委員會亦表示有簽收該份文件，按行政程序法第 68 條及第 73 條規

定即發生送達效力，羅君申請登記時已逾法定期限，依土地法第 73 條

及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充規定第 8 點規定似應予以計收罰鍰。 
（2） 惟羅君通訊處所之管理委員會表示因其接收郵件人員疏忽導致未確實

將產權移轉證明書交付當事人，財政局亦表示並無後續追蹤承購人有無

依據土地法第 72 條及第 73 條規定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似仍有不可歸責

於羅君之事由而得免予計收罰鍰。 
三、擬處理意見： 

甲案： 該產權移轉證明書既已送達其通訊處所，則羅君逾期申請登記，依土地法第

73 條及土地登記規費及其罰鍰計收補充規定第 8 點規定應予以計收罰鍰。 
乙案： 羅君通訊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疏忽導致未確實將產權移轉證明書交付當事

人，財政局亦表示並無後續追蹤承購人有無依據土地法第 72 條及第 73 條規

定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似有不可歸責於羅君之事由，而得免予計收罰鍰。 
四、結論： 
    本案依本府財政局 97 年 8 月 6 日北市財管字第 09732251900 號函所述，該局

核發之出售市有房地產權移轉證明書，係以普通掛號郵件依羅君所留之通訊處寄

出，並經該址之管理委員會簽收郵件。按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僱用之管理員，其

所服勞務包括為公寓大廈住戶接受文件者，性質上應屬全體住戶之受僱人，即與

民事訴訟法第 137 條第 1 項規定之受僱人相當，郵政機關之郵差送達文書於住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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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事務所或營業所，不獲會晤應受送達人，而將文書付與公寓大廈管理員者，

為合法送達（最高法院 90 年台抗字第 86 號裁判參照）。 
    本案本府財政局核發之產權移轉證明書既已合法送達，松山所應依該證明書

送達日期計收登記費罰鍰，故請松山所向郵局查明該產權移轉證明書送達羅君通

訊處所管理委員會之日期，以憑核計罰鍰事宜。 
 提案二                   提案單位：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 

一、案由：顏地政士○○代理陳○○君等 53 人申辦本市大安區○○段○○小段 228
地號土地地上建物第一次登記疑義乙案，提請討論。 

二、說明： 
（一） 依本市大安地政事務所（以下簡稱大安所）97 年收件大安字第 25376 至 25432

號登記申請案辦理。 
（二） 案情說明： 

1. 查本案申請人陳○○君等 53 人係 331 地震受災戶，因震災致建物結構受損，

重建後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案附使用執照（97 年使字第 0106 號）

起造人為臺北市○○大廈管理委員會（下稱○○管理委員會）、祭祀公業林

○○、蔡○○、潘○○、高○○及張○○等 6 人。經大安所審核後，以 97
年大安字第 253760 號補正通知書第 1 點：「大安字第 25376 號案使用執照起

造人臺北市○○大廈管理委員會、祭祀公業林○○未具法人資格，不得為不

動產登記之權利主體」、第 2 點：「大安字第 25376-25432 號案，申請人與起

造人欠符，請檢具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憑辦」、第 18 點：「本案建築

基地（○○段○○小段 228 地號）查有信託登記，請依信託契約辦理」等通

知補正。經代理人檢具理由書及本府工務局 91 年 5 月 28 日北市工建字第

09152971200 號函、93 年 10 月 5 日北市工建字第 09353945300 號函及概括

代理人授權書，主張本案係依據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重建，已由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決議起造人，其分配係依各區分所有權人原位置、原登記面積分配

之（其中楊○○、祭祀公業林○○及○○管理委員會並未申請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 
2. 惟本重建案起造人與申請人不同，且起造人中○○管理委員會、祭祀公業林

○○無權利能力，不得為登記之權利主體；重建後建物較原建物新增一層（○

○路○○段 136 號 12 樓、12 樓之 1 至 12 樓之 5 號），該層 5 戶以 94 年 1 月

12 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約定其產權以○○管理委員會名義出售；再者，本案

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替代分配協議書、移轉契約書作為證明文件之舉，

其適法性又如何？ 
3. 又本案原建物及建築基地前以 94 年收件大信字第 00193 號等登記申請案辦

理信託登記在案，案附信託契約書信託條款載明須由受託人（中央信託局股

份有限公司，96 年 7 月 1 日因法人合併為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起造人

並以其名義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嗣後再移轉予委託人，復於 95 年

收件大安字第 05346 號登記申請案申辦原建物滅失登記在案。現信託當事人

檢具理由書略以：「該約第 2 條：『甲方為利本專案之進行，特依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成立○○大樓管理委員會（以下稱「管理委員會」），並由甲方全體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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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管理員會之主任委員（以下稱「概括代理人」，目前為趙○○先生），概括

處理本契約之相關事務（包含但不限於代為、代受意思表示及甲方依本契約

應為之一切法律行為與事務…）。』及第 5 條第 4 款：『本專案工程完工後，

由甲方辦理驗收並配合乙方，以乙方名義領使用執照…，辦理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於信託財產名義下。…應將起造人變更為乙方，以利請領使用執

照。』第 6 條：『信託財產之管理運用方法為單獨管理運用，乙方於甲方指

定之營運範圍或方法內，對信託財產具有運用決定權。…』第 12 條第 1 款：

『本契約條款有修正之必要時，應經各方當事人協議並以書面方式為之』。

本信託契約書經四方同意於民國 94 年 4 月 28 日修訂第 9 條第 1 項。復於民

國 97 年 6 月 9 日修訂信託契約第 1 條為『…至工程完工取得建築物使用執

照，由乙方辦理土地移轉登記予甲方並返還信託專戶剩餘資金。』第 3 條為

『刪除信託契約第 5 條第 4 項』。本案建物基地○○段○○小段 228 地號前

以民國 94 年收件大信字第 00193 號等辦理信託登記在案，受託人中央信託

局股份有限公司案附信託契約書（公定契約書），信託目的為『…至工程完

工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包含新建建物第一次登記，由受託人辦理土地及新建

建物移轉登記予委託人並返還信託專戶』，惟本信託業於民國 94 年 4 月 28
日、民國 97 年 6 月 9 日 2 次修訂，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33 條規定應檢附委

託人印鑑證明辦理註記登記。惟本案委託人（原重建土地所有權人），因有

旅居國外…等因素，尋找不易勢將延宕時日，又本案係民國 91 年 3 月 31 日

因地震嚴重毀損而重建，情況特殊，望能體恤受災戶，請准由受託人臺灣銀

行檢具歷次信託契約書辦理信託內容變更登記。如前述說明，甲、乙雙方本

依合約就起造人之約定，雙方早有合意為免日後徒增困擾不以受託人名義起

造，而以委託人名義起造。…請准免以辦理信託內容變更登記或由受託人臺

灣銀行檢具歷之信託契約辦理變更。」因缺乏前例可茲依循，致生執行疑義，

爰提請討論。 
（三） 法令及疑義分析： 

1. 法令依據： 
（1）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3 條規定：「公寓大廈之重建，應經全體區分所

有權人及基地所有權人、地上權人或典權人之同意。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三、因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肇

致危害公共安全者。」、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重建之建造執照之申請，

其名義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 
（2） 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

提出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及建物測量成果圖。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並應附其他相關文件：一、區分所有之建物申請登記時，

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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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應檢具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

文件。」、第 133 條第 1 項規定：「信託內容有變更，而不涉及土地權利

變更登記者，委託人應會同受託人檢附變更後之信託內容變更文件，以

登記申請書向登記機關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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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21 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災區毀損之建築物，其登記名

義人非屬現行法令規定之權利主體者，依法辦理重建後，得以原登記名

義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第 2 項：「災區毀損之建築物原為祭

祀公業所有，且登記為他人名義者，依法辦理重建之建築物，得以祭祀

公業名義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921 震災重建暫行條例於民

國 95 年 2 月 4 日廢止） 
（4） 內政部 89 年 5 月 16 日台（八九）內中地字第 8978898 號函釋：「按公

寓大廈之重建，應經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基地所有權人、地上權人或典

權人之同意，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3 條第 1 項業有明定，但同條第 3
款明定公寓大廈因地震、水災、或其他重大事變肇致危害公共安全者，

得依前揭條例第 31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由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重

建，公寓大廈因地震受損擬依原建造執照重建，其重建建造執照之名義

人應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決議為之，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4 條第 3
項業已明定，重建後公寓大廈產權登記仍請依上開規定及土地登記規則

第 75 條規定辦理。」。（土地登記規則第 75 條修正後為第 79 條） 
2. 疑義分析： 

（1） 起造人適法性： 
   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重建之建造執照申請名

義須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為之，本案所附民國 94 年 1 月 12 日○○

大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決議由○○管理委員會等 6 人作為起造

人。查「災區毀損之建築物，其登記名義人非屬現行法令規定之權利主

體者，依法辦理重建後，得以原登記名義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為 921 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 11 條所明定，是以，起造人「祭祀公業林

○○」如參照已廢止之上開重建條例規定，似無不合。至「○○管理委

員會」亦未具法人資格，則該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案使用執照起

造人是否適格？不無疑義。又本案申請人與起造人不符，是否依內政部

89 年 5 月 16 日台（八九）內中地字第 8978898 號函釋規定，仍應依土

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規定檢附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2） 申請人資格： 
   本案申請人主張本建案為 331 重建案，並敘明係依區分有權人會議

決議，將重建後建物產權分配予原區分所有權人所有，故如依 921 震災

重建暫行條例規定，以原登記名義人申辦登記，似得予以受理。惟該條

例業於 95 年間廢止，又本案亦非 921 重建案，如為參照該重建暫行條

例規定辦理，是否仍有適用？ 
   代理人另提具理由書提及本案大樓重建之資金，係由各區分所有權

人負擔，惟查本案重建前後區分所有權人似有欠合，是否具有移轉性

質？抑或衍生相關稅費問題，亦難以釐清。 
（3） 信託契約： 
   本案建築基地○○段○○小段 228 地號土地及滅失前建物前經 94

年收件大信字第 00193 號等登記申請案，辦竣信託登記予中央信託局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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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在案，且該信託目的明定，由受託人辦理土地及新建建物移

轉登記予委託人，現以○○管理委員會為起造人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似與原信託契約不符，惟申請人以理由書主張：「…迄今信託私

契已經過 2 次修訂，…，又本案係因民國 91 年 3 月 31 日因地震嚴重毀

損而重建，情況特殊，望能體恤受災戶，請准免予辦理信託內容變更登

記或由受託人臺灣銀行檢具歷次信託契約辦理變更。」，惟依現行規定

仍應另行辦理信託內容變更登記。 
三、 擬處理意見： 

（一） 第一次登記部分 
   本案使用執照之起造人○○管理委員會，其雖不具法人資格，惟依公寓

大廈管理條例第 14 條第 3 項規定，似得為重建建物之起造人，又區分所有

權人會議紀錄已載明○○管理委員會、祭祀公業林○○分配之主建物及共用

部分之權利範圍，惟並未申請登記，本案擬依循 921 震災模式，准予由申請

人檢附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及重建前後對照分配清冊之全體區分所有權

人協議書申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二） 信託契約部分 
   土地登記規則第 133 條第 1 項已有明定信託內容變更應由委託人（檢附

印鑑證明）與受託人會同申請，本案仍應依照前開規定辦理。 
四、結論： 

（一） 查本案信託契約書固曾敘及應以受託人為起造人，並以其名義申辦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後，再移轉予受託人，惟該信託契約書業經 2 次變更，實際上係以

○○管理委員會為起造人，且依申請人檢附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可確

認重建前原區分所有權人為實際出資人，故如經大安所查明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紀錄所列區分所有權人與登記申請案所附產權分配協議書之協議人一

致，如不一致並已檢附權利移轉相關證明文件者，得准由區分所有權人（現

申請人）辦理登記，並得於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公告時副知受託人。 
（二） 按「土地法所稱之權利人，係指民法第 6 條及第 26 條規定之自然人及法人

而言，非法人之團體，設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依民事訴訟法第 40 條第 3
項規定，固有當事人能力，但在實體法上並無權利能力。」最高法院 68 年

台抗字第 82 號著有判例。本案建物第 12 層及地下 1 層協議產權屬○○管理

委員會及祭祀公業林○○部分，因該管理委員會及該公業無權利能力，故不

得為登記之權利主體。 
（三） 另申請人與使用執照起造人非同一人者，免附契稅收據，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22 點定有明文，因此大安所如認為有涉及權利移轉稅

賦之疑慮者，得於登記完畢後通知稅捐機關。 
柒、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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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測量技師簽證規則」，業經內政部會銜行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 97 年 8 月 20 日以台內地字第 0970122441

號及工程企字第 09700301441 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附發布令（函附

件）乙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所屬各所隊 
97.8.26 北市地一字第 09732140200 號 

說 明： 
一、 依本府 97 年 8 月 22 日府授地一字第 09705428500 號函辦理，並檢附該函及其

附件影本各 1 份。 
二、 副本抄送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第一科。 

附件 1 
臺北市政府函 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等 

97.8.22 府授地一字第 09705428500 號 
主 旨： 「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測量技師簽證規則」，業經內政部會銜行政院公共工

程委員會於 97 年 8 月 20 日以台內地字第 0970122441 號及工程企字第

09700301441 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附發布令（函附件）1 份，轉請查照。 
說 明： 依內政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7 年 8 月 20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224415 號

及工程企字第 09700301444 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及其附件影本 1 份。 
附件 2 
內政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 國防部等 

97.8.20 台內地字第 09701224415 號 
工程企字第 09700301444 號 

主 旨： 「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測量技師簽證規則」，業經本部會銜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於 97 年 8 月 20 日以台內地字第 0970122441 號及工程企字第

09700301441 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附發布令（含附件）1 份，請 查照並轉知

所屬。 
附件 3 
內政部、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令 

97.8.20 台內地字第 0970122441 號 
工程企字第 09700301441 號 

訂定「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測量技師簽證規則」。 
 附「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測量技師簽證規則」 

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測量技師簽證規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國土測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測量技師（以下簡稱測量技師）簽證之適用種類如下： 

一、基本測量。 
二、加密控制測量。 
三、應用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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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測量技師簽證之實施範圍，包括前條各種測繪作業之辦理過程、引用資料、

使用設備及其測繪成果。 
第四條  測量技師之簽證項目如附表。 
第五條  測量技師簽證之應備文件如下： 

一、工作底稿及成果。 
二、簽證報告。 
三、簽證紀錄。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文件。 
測量技師應妥善保管前項第一款之工作底稿，除中央主管機關依法令調閱，

或應委託者要求借閱外，不得洩漏，並應自提出簽證報告之日起，至少保存十年。

其受聘於公司執業者，應由執業之公司負責保管。 
第六條  測量技師辦理簽證時，應將辦理經過作成紀錄，連同相關資料彙整為工作底

稿。 
第七條  工作底稿應依下列規定編製，並由測量技師於工作底稿首頁簽名及加蓋執業

圖記： 
一、明列每一事實或數據之來源、取得日期及其計算經過之紀錄。 
二、應辦理現場檢測者，載明採用之檢測方法、經過及完成日期，並附現場

檢測照片。 
三、引用之主要事實或數據，應分別註明參照索引之頁次。 
四、應以有系統方法依序編列頁次，並裝訂成冊。 

第八條  測量技師辦理簽證時，應製作簽證報告記載下列事項，並由測量技師簽名及

加蓋執業圖記： 
一、案名。 
二、契約編號或案號。 
三、委託者姓名或名稱、地址。 
四、委託事項。 
五、簽約日期。 
六、受託測繪業名稱、地址。 
七、簽證意見。 
八、有其他影響測繪成果之事由者，其事由。 
九、簽證日期。 

第九條  測量技師製作之簽證紀錄，應包括下列事項，並於每六個月送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一、案名。 
二、契約編號或案號。 
三、技師姓名及執業執照字號 
四、委託者姓名或名稱、地址。 
五、委託事項、日期。 
六、簽證內容摘要 
七、簽證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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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備查之簽證紀錄，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電腦資料庫，由測量技師以電信

網路傳送方式辦理。 
第十條  測量技師辦理簽證時，應親自為之，並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簽證事項有隱飾或作不實、不當之簽證。 
二、在簽證報告上應予說明，方不致令人誤解之事實而未予說明。 
三、簽證事項中之測繪成果精度等級，與測繪有關規範或技術原理或常規，

不相一致而未予指明。 
四、應到而未到現場實地查核測繪作業情形。 
五、其他因不當意圖或業務上之廢弛，而致所簽證之報告，足以損害委託者

或利害關係人權益。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專業機構檢查測量技師之工作底稿及簽證報

告，測繪業及測量技師不得規避、拒絕或妨礙。 
第十二條  技師法之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測量技

師執業執照之核發、撤銷、廢止、註銷及執業執照登記事項之記載時，應副知

中央主管機關。 
第十三條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技師事務所或營造業置有測量或相關專業技師辦理本

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之測繪業務，其簽證不適用本規則。 
第十四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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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測量技師簽證項目 
項次 簽證項目 說     明 備  註 

一 衛星定位測量 應用衛星接收儀辦理之測量 

二 三角三邊測量 應用經緯儀及測距儀辦理之測量 

三 導線測量 應用經緯儀及測距儀辦理之測量 

四 水準測量 
應用水準儀或經緯儀及測距儀辦理

之測量 

五 潮位監測 應用潮位儀等辦理之測量 

六 重力測量 應用重力儀等辦理之測量 

七 光達測量 應用光達技術辦理之測量 

八 航空攝影測量 應用攝影機或感測器辦理之測量 

九 遙感探測 應用攝影機或感測器辦理之測量 

十 地籍圖重測 重新實施地籍測量 

十一 土地複丈 辦理土地之鑑界、分割、合併等 

十二 建物測量 辦理建物登記之測量 

十三 都市計畫樁測量 辦理都市計畫樁位之測量 

十四 都市計畫地形圖 辦理都市計畫區域之地形圖 

十五 基本地形圖 
辦理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比例尺之地

形圖 

十六 海域基本圖 
辦理以低於最低低潮線之海底地形

及水文資料為主題之地圖 

十七 路線測量 辦理道路、橋樑或管線等之測量 

十八 變形測量 辦理水庫、油槽等建物變形之測量 

十九 水深測量 測定水面至水底之垂直距離 

二十 岸線測量 辦理港灣、湖泊、河流等沿岸之測量

二十一 隧道測量 
辦理隧道二端點間中線之方向、長

度、坡度及其斷面之測量 

二十二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項目 
 

簽證項目依其性質得

包括規劃、研究、分

析、評價、鑑定、實

測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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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測量技師簽證規則總說明 

  國土測繪法於九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奉總統令公布施行，該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測繪業受委託辦理測繪業務之成果，應由測量技師依簽證規則簽證之。」，並於第二

項規定授權中央主管機關會同技師法之中央主管機關訂定測量技師簽證之適用種類、實

施範圍、簽證項目及其他應備文件等事項之規則。由於規範對象係以測繪業受委託辦理

測繪業務之成果為限，不包括測繪業以外之測量技師辦理之測量業務，爰訂定「經營或

受聘於測繪業之測量技師簽證規則」，計十四條條文，其要點如下： 
一、 本規則之法律依據。（第一條） 
二、 測量技師簽證之適用種類、實施範圍、簽證項目及其應備文件。（第二條至第五條） 
三、 測量技師辦理簽證，應就其辦理經過作成紀錄，製作工作底稿，並明定該工作底稿

之格式。（第六條及第七條） 
四、 測量技師簽證報告之格式。（第八條） 
五、 簽證紀錄之格式，並應於每六個月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第九條） 
六、 測量技師應親自執行測繪成果之簽證，並規定於辦理簽證時不應有之情事。（第十

條） 
七、 中央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辦理測量技師工作底稿及簽證報告之檢查。（第十一條） 
八、 技師法之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測量技師執業執

照之核發等事項，應副知中央主管機關。（第十二條） 
九、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技師事務所或營造業置有測量或相關專業技師辦理本法第三十

五條第二項規定之測繪業務，其簽證不適用本規則。（第十三條） 
十、 本規則之施行日期。（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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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測量技師簽證規則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國土測繪法（以下簡稱本

法）第四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本規則之法律依據。 

第二條 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測量技師

（以下簡稱測量技師）簽證之適用種類如

下： 
一、基本測量。 
二、加密控制測量。 
三、應用測量。 

依本法第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測繪業受委

託辦理測繪業務之成果，應由測量技師辦理

簽證，其適用種類係指本法第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測量基準之測量、第二款基本控制測量

等基本測量之事項與第二項加密控制測量

及第十七條地籍測量、地形測量、工程測

量、都市計畫測量、河海測量、礦區測量、

林地測量、其他相關之應用測量之應用測量

種類。 
第三條 測量技師簽證之實施範圍，包括前

條各種測繪作業之辦理過程、引用資料、

使用設備及其測繪成果。 

按測繪作業係由測量人員依據所需之測量

儀器設備及相關數據資料，並經由內外業的

操作，而獲得預定的測繪成果，是一種連續

不斷的辦理過程，爰明定測量技師簽證之實

施範圍應包括前條各種測繪作業之辦理過

程、引用資料、使用設備及其測繪成果，用

以確保各階段之成果品質。 
第四條 測量技師之簽證項目如附表。 明定測量技師之簽證項目。 
第五條 測量技師簽證之應備文件如下： 

一、工作底稿及成果。 
二、簽證報告。 
三、簽證紀錄。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文件。 

測量技師應妥善保管前項第一款之工

作底稿，除中央主管機關依法令調閱，或

應委託者要求借閱外，不得洩漏，並應自

提出簽證報告之日起，至少保存十年。其

受聘於公司執業者，應由執業之公司負責

保管。 

一、 明定測量技師簽證之應備文件。 
二、 測量技師對於工作底稿應盡妥善保管

之責任，若受聘於公司執業者，則由執

業之公司負責保管工作底稿。 

第六條 測量技師辦理簽證時，應將辦理經

過作成紀錄，連同相關資料彙整為工作底

稿。 

工作底稿為測量技師專業工作之證明及編

撰簽證報告之依據；簽證報告中所提出之意

見、事實及數據均應於工作底稿中提供確實

之證據。是測量技師辦理簽證，應將測繪作

業辦理之經過作成紀錄，併連同相關資料製

作成工作底稿。 
第七條 工作底稿應依下列規定編製，並由 一、 明定工作底稿應依本條各款規定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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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技師於工作底稿首頁簽名及加蓋執業

圖記： 
一、明列每一事實或數據之來源、取得日

期及其計算經過之紀錄。 
二、應辦理現場檢測者，載明採用之檢測

方法、經過及完成日期，並附現場檢

測照片。 
三、引用之主要事實或數據，應分別註明

參照索引之頁次。 
四、應以有系統方法依序編列頁次，並裝

訂成冊。 

製，且測量技師應檢查相關資料是否確

實及符合規定，並於工作底稿首頁簽署

姓名及加蓋技師執業圖記。 
二、 查測繪成果係由測量技師本人或在其

本人監督之下所完成，本無再辦理前開

測繪成果檢測之必要，惟因應委託契約

之規定基於事實認定之需要，或有檢測

之需求，爰於本條第二款明定。 

第八條 測量技師辦理簽證時，應製作簽證

報告記載下列事項，並由測量技師簽名及

加蓋執業圖記： 
一、案名。 
二、契約編號或案號。 
三、委託者姓名或名稱、地址。 
四、委託事項。 
五、簽約日期。 
六、受託測繪業名稱、地址。 
七、簽證意見。 
八、有其他影響測繪成果之事由者，其事

由。 
九、簽證日期。 

一、 測量技師辦理簽證時，應製作簽證報

告，及其內容應記載之事項，並簽名及

加蓋執業圖記。 
二、 測量技師辦理簽證，應依測量計畫、規

範及契約相關規定辦理，惟因測繪方

法、技術及儀器之發展，日新月異，受

委託廠商基於委辦事項要求採用國外

最新穎之測繪方法、技術或儀器之特殊

情況，測量技師於辦理測繪作業時所採

用之測繪規劃、使用儀器之檢校方式或

其完成之測繪成果，於國內如尚未有實

務運作之具體文獻或佐證資料為依據

或其他足以影響測繪成果之事由時，爰

於第二項第八款明定測量技師應於其

所為之簽證報告載明之。 
第九條 測量技師製作之簽證紀錄，應包括

下列事項，並於每六個月送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一、案名。 
二、契約編號或案號。 
三、技師姓名及執業執照字號 
四、委託者姓名或名稱、地址。 
五、委託事項、日期。 
六、簽證內容摘要 
七、簽證日期。 

前項備查之簽證紀錄，中央主管機關

得指定電腦資料庫，由測量技師以電信網

路傳送方式辦理。 

簽證紀錄係測量技師執行業務所為簽證報

告之索引及其內容摘要，爰明定其內容應包

括之事項，並於每六個月送中央主管機關備

查，另得以電信網路傳送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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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測量技師辦理簽證時，應親自為

之，並不得有下列情事： 
一、簽證事項有隱飾或作不實、不當之簽

證。 
二、在簽證報告上應予說明，方不致令人

誤解之事實而未予說明。 
三、簽證事項中之測繪成果精度等級，與

測繪有關規範或技術原理或常規，不

相一致而未予指明。 
四、應到而未到現場實地查核測繪作業情

形。 
五、其他因不當意圖或業務上之廢弛，而

致所簽證之報告，足以損害委託者或

利害關係人權益。 

測繪成果之簽證應由測量技師親自辦理，並

明定測量技師執行測繪業務之簽證不應有

之情事。 

第十一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專業

機構檢查測量技師之工作底稿及簽證報

告，測繪業及測量技師不得規避、拒絕或

妨礙。 

依本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檢

查測繪業業務，茲為提升測量技師之簽證品

質，爰明定中央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測量

相關之學術團體或大專院校等專業機構檢

查測量技師之工作底稿及簽證報告等相關

文件，而測繪業及測量技師不得規避、拒絕

或妨礙。 
第十二條 技師法之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託

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測量技

師執業執照之核發、撤銷、廢止、註銷及

執業執照登記事項之記載時，應副知中央

主管機關。 

有關測量技師執業執照之核發、撤銷、廢

止、註銷及執業執照登記事項之記載等，係

由技師法之中央主管機關辦理或委由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由於本法之中

央主管機關非技師法之中央主管並不知悉

前開辦理情形，爰於本條規定，應將辦理情

形副知本法之中央主管機關。 
第十三條 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技師事務所

或營造業置有測量或相關專業技師辦理本

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之測繪業務，其

簽證不適用本規則。 

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後段業已明定工程

技術顧問公司、技師事務所或營造業置有測

量或相關專業技師，依工程技術顧問公司管

理條例、技師法或營造業法規定經營之測繪

業務係附屬於工程、技術服務事項或其他勞

務者，免經中央主管機關為經營測繪業之許

可，是有關測繪業務如係附屬於工程、技術

服務事項或其他勞務者，得於該工程或技術

服務中，由營造業或工程技術顧問公司或技

師事務所依營造業法或工程技術顧公司管

理條例或技師法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本規則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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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測量技師簽證項目 
項次 簽證項目 說     明 備  註 

一 衛星定位測量 應用衛星接收儀辦理之測量 

二 三角三邊測量 應用經緯儀及測距儀辦理之測量 

三 導線測量 應用經緯儀及測距儀辦理之測量 

四 水準測量 
應用水準儀或經緯儀及測距儀辦理

之測量 

五 潮位監測 應用潮位儀等辦理之測量 

六 重力測量 應用重力儀等辦理之測量 

七 光達測量 應用光達技術辦理之測量 

八 航空攝影測量 應用攝影機或感測器辦理之測量 

九 遙感探測 應用攝影機或感測器辦理之測量 

十 地籍圖重測 重新實施地籍測量 

十一 土地複丈 辦理土地之鑑界、分割、合併等 

十二 建物測量 辦理建物登記之測量 

十三 都市計畫樁測量 辦理都市計畫樁位之測量 

十四 都市計畫地形圖 辦理都市計畫區域之地形圖 

十五 基本地形圖 
辦理中央主管機關所定比例尺之地

形圖 

十六 海域基本圖 
辦理以低於最低低潮線之海底地形

及水文資料為主題之地圖 

十七 路線測量 辦理道路、橋樑或管線等之測量 

十八 變形測量 辦理水庫、油槽等建物變形之測量 

十九 水深測量 測定水面至水底之垂直距離 

二十 岸線測量 辦理港灣、湖泊、河流等沿岸之測量

二十一 隧道測量 
辦理隧道二端點間中線之方向、長

度、坡度及其斷面之測量 

二十二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項目 
 

簽證項目依其性質得

包括規劃、研究、分

析、評價、鑑定、實

測及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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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檢送「97 年版地政法令彙編—登記類」第二次會議紀錄乙

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97.8.29 北市地一字第 09732207100 號 

說 明： 
一、 依內政部 97 年 8 月 2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4096 號函辦理，並檢送該函

及其附件影本各 1 份。 
二、 副本抄送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第一科（以上均含附件）。 

附件 
內政部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等 

97.8.26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4096 號 
主 旨： 檢送「97 年版地政法令彙編—登記類」第二次會議紀錄乙份，請查照。 
說 明： 該紀錄請於本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下載專區─公文附件下載。 
 

研商「97年版地政法令彙編--登記類」第二次會議紀錄 

壹、時間：97 年 8 月 22 日上午 9 時 30 分 
貳、地點：本部中部辦公室廉明樓 2 樓簡報室 
參、主持人：孫司長寶鉅（鄭專門委員聰懿代）           記錄：林靜宜 
肆、出席單位及人員：（略） 
伍、會議結論： 

一、 就 97 年 8 月 22 日以前之解釋函令，經二次開會討論確定將收錄於 97 年版地政

法令彙編，如附件 1。 
二、 已收錄於 93 年版「地政法令彙編」及 95 年版「土地登記法令及相關法規彙編」

中，經二次開會討論確定將停止適用之解釋函令，如附件 2。 
三、 登記類解釋函令業已審查完畢，將循 97 年版「地政法令彙編」編列作業計畫程

序辦理。 
陸、散會：上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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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1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19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81 年 7 月 8 日台（81）內地字第 8108899 號函 
【要旨】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內「世帶主」之意義及其財產繼承順序規定 
【內容】 
關於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內「世帶主」之意義及其財產繼承疑義一案，同意臺灣省政府

地政處 81 年 5 月 18 日 81 地一字第 58862 號函說明四所擬意見。 
附：臺灣省政府地政處 81 年 5 月 18 日 81 地一字第 58862 號函 
主旨：關於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內「世帶主」之意義及其財產繼承疑義一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 有關「世帶主」一詞之意義，依據昭和十二年一月由日本岩波書局發行之「岩波法

律學小辭典」一書解釋：世帶主係世帶之中心人物，而所謂「世帶」即表示係實際

上共同生活之團體成員，並不必然以有親族關係者為限，包括雇用人、同居人等，

只要係共同家計者皆屬同一世帶。另依據戶口關係法令「戶口規則」條文影本第 10
條顯示寄居（日本語原文為寄留）者須登錄於寄留戶口調查簿內，世帶主自有申報

之義務，此外國勢調查（戶口普查）之相關法律亦有世帶主有申報所有世帶之規定。

準此，可知世帶之成員實超過家之成員，但似無家之長（戶主）不得為世帶主之規

定。 
二、 略。 
三、 綜上說明，世帶主係世帶之中心人物，並不必然以有親族關係者為限，且世帶之成

員超過家之成員，且無戶主不得為世帶主之規定。如被繼承人日據時期戶籍登記係

「世帶主」，而無其他資料足以證明同時亦係「戶主」，則無法判斷究係家產繼承或

私產繼承，繼承人申辦繼承，似應依據「繼承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2 點 3 款所

規定之私產繼承順序辦理，是否有當？敬請核示。 
 
 
*2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2 年 6 月 2 日台內營字第 0920086968 號令 
【要旨】國民住宅辦理信託登記應符合國民住宅條例規定 
【內容】 
國民住宅所有權人欲將該國民住宅辦理信託登記，得逕依信託法規定辦理；惟該國民住

宅若為取得使用執照未滿 15 年者且其信託行為係以國民住宅條例規定之出售、出典、贈

與或交換等法律關係為之者，則其委託人應符合「居住滿 1 年」之限制；若該國民住宅

為取得使用執照滿 15 年以上者，則不受上開規定限制。另信託財產之管理或處分方法應

符合國民住宅條例及其相關法令之規定。 
 
 
*3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2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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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4 年 10 月 2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053723 號函 
【要旨】信託財產利益與受託人利益無衝突時，同一不動產標的之抵押權人得擔任信託

行為之受託人 
【內容】 
一、 按「稱信託者，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

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受託人因信託行為

取得之財產權為信託財產。受託人因信託財產之管理、處分、滅失、毀損或其他事

由取得之財產權，仍屬信託財產。」、「信託財產為所有權以外之權利時，受託人雖

取得該權利標的之財產權，其權利亦不因混同而消滅。」、「受託人不得以任何名義，

享有信託利益。但與他人為共同受益人時，不在此限。」、「受託人除有左列各款情

形之一外，不得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利：一、

經受益人書面同意，並依市價取得者。二、由集中市場競價取得者。三、有不得已

事由經法院許可者。」分為信託法第 1 條、第 9 條、第 14 條、第 34 條、第 35 條

第 1 項所明定，另「按民法第 762 條規定：『同一物之所有權及其他物權，歸屬於

同一人者，其他物權因混同而消滅。但其他物權之存續，於所有人或第三人有法律

之利益者，不在此限。』又信託財產名義上雖屬受託人所有，實質上乃為與受託人

之自有財產獨立之特殊財產。‥‥債權人兼抵押權人身分‥法理上固無不可，惟在

受託期間，是否會置信託財產利益與受託人自身利益於可能衝突立場，以及是否會

妨礙其他債權人權利之行使，宜請‥本於權責依法審酌。」前經法務部 91 年 8 月

27 日法律字第 0910030114 號函釋在案，合先說明。 
二、 本案土地所有權人藍○○因個人財產管理之需要，將已設定抵押予陳○○之不動產

旋即以信託方式委託陳○○管理處分（出售）信託之土地及建物所有權，由陳○○

以受託人身分管理該項不動產，參依上開規定，其權利不生混同問題，至陳○○兼

具抵押權人之身分是否會置信託財產利益與受託人自身利益於衝突或妨害其他債

權人權利之行使，尚非登記機關審認範圍，是同意依所擬乙案「如受託人於登記申

請書內切結所受託之信託財產利益與受託人利益確無衝突，則可准其辦理信託登

記。」意見辦理。 
 
 
*4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4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5 年 8 月 3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5130 號函 
【要旨】依公正第三人認可及其公開拍賣程序辦法第 12 條及第 28 條規定辦理註記登記

事宜 
【內容】 
按「公正第三人受託辦理不動產之拍賣，應於受託後函請不動產登記機關於登記簿所有

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記『公正第三人拍賣中』。如終止委託拍賣或發生不再拍賣事由

時，公正第三人應於七日內函請不動產登記機關塗銷前項註記。」、「拍賣之不動產，買

受人依拍賣條件繳足價金後，公正第三人應發給拍定證明書。買受人得持前項公正第三

人發給之拍定證明書，依土地登記規則規定逕向不動產登記機關申請權利移轉登記及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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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權塗銷登記，不須會同抵押人申請。」分為「公正第三人認可及其公開拍賣程序辦法」

第 12 條及第 28 條所明定，又本部 91 年 10 月 1 日台內中地字第 0910014326 號函准財政

部 91 年 9 月 2 日台財融（三）字第 09180115 號函略以：「查資產管理公司就已取得執行

名義之債權，得就其債務人或第三人所提供第一順位抵押權之不動產，委託經主管機關

認可之公正第三人公開拍賣，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訂有明文。該不動產

經公正第三人拍定後，無論後次序之抵押權人是否聲明行使抵押權，是否已受全部清償，

上開公司之抵押權與其後次序之抵押權應均消滅。…資產管理公司在委託公正第三人行

使抵押權時，該抵押物經拍賣後，縱抵押人之所有權移轉予第三人，該所有權仍應移轉

予拍定人，拍定人即得依前開辦法第 28 條第 2 項辦理過戶。惟為避免第三人於拍定前買

受抵押物，而抵押權人逕依民法第 867 條規定，就其抵押物實行抵押權致該第三人受損

害，爰有首揭辦法第 12 條，以註記『公正第三人拍賣中』之公示規定。」在案，是以，

上開辦法第 12 條規定公正第三人受託辦理不動產之拍賣，應於受託後函請地政機關於登

記簿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所註記之「公正第三人拍賣中」僅生公示作用，尚無法據

以限制土地權利之移轉或設定，故以一般註記（代碼「00」）事項登錄即可，惟為保障拍

定人之權益，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即以書面通知公正第三人；至於已註記「公正第

三人拍賣中」不動產，遇有法院、行政執行處或其他機關囑託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或

禁止處分等限制登記時，仍應依強制執行法第 11 條規定予以登記，並將該項登記結果通

知公正第三人。 
 
 
*5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5 年 8 月 1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49678 號函 
【要旨】稽徵機關未於核發之契稅繳款書加蓋欠稅章戳之建物移轉登記案，申請人得檢

附移轉當期已繳清之房屋稅繳款書正本作為房屋稅完稅證明，免再向稽徵機關

辦理查欠 
【內容】 
案經函准財政部 95 年 8 月 1 日台財稅字第 09504545370 號函復略以：「二、查欠繳房屋

稅之房屋，在欠稅未繳清前，不得辦理移轉登記或設定典權登記，為房屋稅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所明定。次查本部 94 年 7 月 21 日台財稅字第 0940455386 號函釋所指房屋移轉

案件可免再向稽徵機關辦理完稅手續，係以該房屋經稽徵機關查無欠繳以前年期房屋

稅，且經地政機關同意協助查驗移轉當期所開徵之房屋稅有無繳納為前提，並非房屋移

轉案件可免經稽徵機關辦理查欠。三、本案依基隆市稅捐稽徵處函所敘，且查現行各稽

徵機關契稅作業平台可一併辦理房屋稅查欠情形（包函以前年期欠稅及即予開徵金額），

惟如有以前年期之欠稅，因現行平台作業僅能加註『另有欠稅』，並無法按各年期金額分

別列示，致地政機關尚無法就申請人所提示之以前年期房屋稅繳款書，按其實際欠稅年

期及金額逐筆加以審查。是以，查驗欠繳以前年期房屋稅是否繳清部分，仍宜維持由稽

徵機關辦理。四、至於地政機關於受理申辦建物移轉登記時，承說明二所述，倘『無欠

繳以前年期房屋稅』並於當年期房屋稅開徵前辦理移轉登記者，既承同意依申請人檢附

移轉當期已繳清之即予開徵房屋稅繳款書正本作為房屋稅完稅證明逕行查驗，本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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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免再向稽徵機關辦理完稅手續」，本部同意上開財政部意見。 
 
 
*6 
歸屬法條：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 28 點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5 年 8 月 2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0100 號函 
【要旨】 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補充規定第 28 點規定土地權利信託登記事項之適

用範圍 
【內容】 
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24 條規定，本規則所稱土地權利信託登記，泛指土地權利依信託

法辦理信託而為變更之登記。其變更登記包含因契約或遺囑成立信託關係而移轉或為其

他處分所為之信託登記、因信託行為取得之土地權利登記、塗銷信託登記、信託歸屬登

記、受託人變更登記及信託內容變更登記等，爰此，金融機構依土地登記規則規定申辦

上開登記事項時，如送經地政機關存查之委託書已列明委託辦理土地權利信託登記，地

政機關得依存查文件處理。 
 
 
*7 
歸屬法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5 年 9 月 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0486 號函 
【要旨】 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併存之土地，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處分全部共有物

事宜 
【內容】 
經函准法務部 95 年 8 月 22 日法律決字第 0950029972 號函略以：「二、按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永佃權、地役權或

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

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第 1 項）……前 4 項規定，於公同共有準用之。（第 5
項）……』，旨在於兼顧共有人權益之範圍內，促進共有物之有效利用，以增進公共利益；

復按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562 號解釋略以：『……共有物之應有部分，係指共有人對共有

物所有權之比例，性質上與所有權並無不同。是不動產之應有部分如屬公同共有者，其

讓與自得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5 項準用第 1 項之規定。……』。準此，本件部分公同

共有人自得依上開土地法規定，處分其所公同共有之應有部分。三、次按有關前開土地

法規定之共有人數及應有部分之計算，本件土地之共有狀態係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併

存，各公同共有人間雖係基於公同關係共有共有物之應有部分，但全體公同共有人與其

他分別共有人間仍屬分別共有，如部分公同共有人已得依前述說明，處分其公同共有之

應有部分，且另有其他分別共有部分之共有人同意處分全部共有物，符合前開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1 項之規定，合計其分別共有人數及應有部分已過半數，或其應有部分逾三

分之二者，應即得依該項規定處分全部共有物。」，本部同意上開法務部意見，請參照上

開說明查明後依法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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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37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5 年 9 月 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0711 號函 
【要旨】 非屬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之私法人不得為保全耕地所

有權移轉之請求權申辦預告登記 
【內容】 
案經函准法務部 95 年 8 月 25 日法律決字第 0950030759 號函復略以：「按土地法第 7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聲請保全左列請求權之預告登記，應由請求權人檢附登記名義人之

同意書為之：一、關於土地權利移轉或使其消滅之請求權。二、土地權利內容或次序變

更之請求權。三、附條件或期限之請求權。』」旨在保全請求權人對登記名義人之土地權

利移轉、消滅、內容變更或次序變更等私法上請求權，自應以該私法上請求權存在為前

提；學者亦認為預告登記的發生，應具備對不動產物權變動請求權的存在，其發生原因

如何，在所不問，但必須強調預告登記具從屬性，與被保全的債權請求權同其命運（王

澤鑑著『民法物權（一）通則．所有權』，2002 年 9 月，修訂版 3 刷，第 129 頁參照）。」，

本部同意上開法務部意見，是本案非屬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之

○○股份有限公司為保全耕地所有權移轉之請求權申辦預告登記，因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33 條規定，該公司既為不得承受耕地之私法人，其預告登記自失其依據，登記機關應不

予受理該預告登記。 
 
 
*9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27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5 年 10 月 3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5301 號函 
【要旨】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52 條第 3 項規定，經主辦機關同意其他機構繼

續興建、營運之案件，得由接手機構單獨辦理地上權移轉登記 
【內容】 
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52 條之立法意旨，係透過融資機構之介入權制度，期於主

辦機關終止投資契約前能改善經營不善之情事，以維護公共利益；為確保公共建設之繼

續興建或營運，原契約主體之權利義務於融資機構行使介入權後，自然隨同產生承接原

契約主體相關權利義務之實質法律效果。為落實此立法目的，有關辦理類此地上權移轉

登記案件，除檢附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規定相關證明文件外，應由主辦機關於申請書適

當欄簽註「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52 條規定辦理，如有相關法律責任，由主辦機

關負責」並蓋章後，由接手機構單獨申辦地上權移轉登記；原地上權人之他項權利證明

書，於登記完畢後公告註銷之。 
 
 
*10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24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5 年 10 月 1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208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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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 委託人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政務人員財產強制信託實施要點規定申辦耕地信

託登記應受農業發展條例第 33 條規定之限制 
【內容】 
案經函准法務部 95 年 9 月 25 日法政字第 0950028232 號函略以：「稱信託者，謂委託人

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

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信託法第 1 條定有明文，故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

處分，為信託關係成立之要件。本件有關耕地所有權人欲將耕地信託予他人者，仍應踐

行耕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程序，始可成立信託關係，縱權利移轉之原因登記為「信託」，

仍無礙該信託登記屬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本質。上開實施要點第 2 點第 1 款及第 3 點規定，

政務人員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不動產，應信託予信託業，該規定之『不動產』固應

包括所有之不動產，惟如其他法規對此另有規定，自應從其規定。農業發展條例第 33
條規定：私法人不得承受耕地。但符合第 34 條規定之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

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不在此限，係耕地承受之特別規定，而此之耕地承受依前揭

說明應包括移轉所有權之信託，是耕地不得信託予私法人之信託業，此部分之信託登記

地政機關不應受理。」本部同意上開法務部意見，請依上開函釋辦理。 
 
 
*11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5 年 11 月 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05 號函  
【要旨】地政機關配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9 條規定辦理註記及執行事宜 
【內容】 
一、 為執行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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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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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二、（二）有關登記簿註記方式原文字「已興建農舍，建築完成日

期：○○年○○月○○日」，修正為「已興建農舍，使用執照核發日期：○○年○

○月○○日」，爰於其他登記事項類別，增加代碼「9Ｌ」，資料內容為「農業發展

條例民國 89 年修正後興建農舍，使用執照核發日期：」登錄內容為「○○年○○

月○○日」。 
二、 副本抄送本部營建署，請督促各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將農舍坐落之地

號及提供興建農舍之所有地號送地政機關於土地登記簿上註記之清冊，應載明使用

執照核發年月日及字號。 
 
 
*12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28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5 年 12 月 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4524 號函 
【要旨】 自益信託之委託人除信託契約另有約定外，得檢附其通知受託人終止信託關係

之存證信函單獨申請塗銷信託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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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案經函准法務部 95 年 11 月 24 日法律字第 0950042379 號函略以：「…按信託法第 63 條

第 1 項規定：『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者，委託人或其繼承人得隨時終止信託。』而

契約終止權之行使，依民法第 263 條準用同法第 258 條之規定，應向他方當事人以意思

表示為之，若當事人一方有數人者，應由其全體或向其全體為該意思表示，始生終止之

效果。是以，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人享有之信託契約，經委託人向受託人（如受託人有

數人時，應向其全體）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且該終止之意思表示依民法第 94 條、第

95 條及其他相關規定發生效力後，即生終止之效果。」從而，本案自益信託之委託人自

得檢附其通知受託人終止信託關係之存證信函，單獨申請塗銷信託登記。 
 
 
*13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28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6 年 7 月 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7989 號函 
【要旨】自益信託之委託人除信託契約另有約定外，得檢附其通知受託人終止信託關係

之存證信函單獨申請塗銷信託登記 
【內容】 
本案經函准法務部 96 年 5 月 18 日法律決字第 0960018145 號函略以：「…按契約約定內

容除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或有背於公共秩序善良風俗而無效外（民法第 71 條及第

72 條規定參照），基於契約自由原則，當事人自得為特別之約定。本件自益信託之委託

人如未依信託契約之特別約定，即予單方片面終止契約者，自不生終止契約之效力。」

從而，倘信託契約另行約定，非經第三人及受託人同意，不得終止契約者，自益信託之

委託人即不得片面終止信託契約，檢附其通知受託人終止信託關係之存證信函，單獨申

請塗銷信託登記。 
 
 
*14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66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6 年 1 月 1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3528 號函 
【要旨】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66 條規定辦理分別發給權利書狀登記及地價辦理方式事宜 
【內容】 
查「同一所有權人於同一土地上有數個區分所有建物時，其應分擔之基地權利應有部分，

得依申請人之申請分別發給權利書狀。」為土地登記規則第 66 條第 3 項所明定，另為配

合上開規定，本部於 91 年 9 月 23 日以台內地字第 09100669741 號函釋規定，辦理上項

登記案件時，應於土地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登載所對應之區分所有建物之建號，並

加收一內部收件於各區分所有建物之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加註所對應土地所有權人之

登記次序。惟實務作業上，依上述規定於建物標示部加註之「對應土地所有權人之登記

次序」註記，於所有權移轉時已無實益，且需另由登記機關以內部收件方式，辦理塗銷

或更正原次序註記，如有遺漏辦理時，亦需辦理更正登記，徒增登記作業之困擾。爰此，

修正本部前揭 91 年 9 月 23 日台內地字第 09100669741 號函說明二為「…於各區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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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之『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加註所對應土地所有權人之登記次序；…」，並於該

區分所有建物連同其基地應有部分所有權移轉登記時，一併刪除該註記資料。 
 
 
*15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17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6 年 2 月 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1459 號函 
【要旨】辦理預為抵押權讓與登記事宜 
【內容】 
按「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契約即為成立。」、「不動產物

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不動產物權

之移轉或設定，應以書面為之。」分為民法第 153 條第 1 項、第 758 條及第 760 條所明

定。倘當事人已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示，其契約即為成立，準此，

登記機關應得准依當事人合意連件申請預為抵押權登記及該抵押權讓與登記。至其抵押

權讓與登記方式，因目前電腦作業，對於尚未完成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建物，無法於他

項權利部辦理登記，則其抵押權讓與，登記機關應將收件年月日字號及異動內容於建物

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記明，登錄內容：「一般註記事項：00 年 00 月 00 日○○字第 000000
號辦理抵押權讓與登記，權利人：○○○」。 
 
 
*16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25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6 年 3 月 2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3346 號函 
【要旨】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興建之住宅，符合該條例立法宗旨者，得辦理自益信

託登記 
【內容】 
一、 按「…四、次查信託目的為『管理、運用及處分信託財產』，若委託人依信託本旨

約定受益人為本人（即自益信託），並於信託目的載明『管理、運用及於法定禁止

處分屆滿後之信託財產處分』即與眷改條例第 1 條照顧原眷戶宗旨及第 24 條眷宅

禁止處分之規定無違，得依法辦理『信託登記』。五、若倘屬『他益信託』或未於

信託目的載明『管理、運用及於法定禁止處分屆滿後之信託財產處分』者，該信託

行為不僅有違眷改條例之立法宗旨，亦有信託法第 5 條第 1 項所定『其目的違反強

制或禁止規定者』之脫法行為而為無效，故依信託目的完成而處分該信託財產，原

則上不同意辦理信託。…」為國防部 96 年 3 月 19 日昌易字第 0960005009 號函所

明釋，合先敘明。 
二、 經查，本案係屬自益信託，惟其信託目的未載明「管理、運用及於法定禁止處分屆

滿後之信託財產處分」，應請當事人依國防部上開號函釋意見補正後始得受理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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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42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6 年 4 月 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3610 號函 
【要旨】 
非財團法人制寺廟處分不動產或設定負擔申請登記時，得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2 條規定簽

註確依有關法令規定完成處分程序並蓋章；已成立財團法人之寺廟，除應依上開規定簽

註外，應另提出主管機關核准或同意備查之證明文件 
 
 
*18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6 年 4 月 2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4520 號函 
【要旨】辦理私有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及他項權利設定登記事宜 
【內容】 
一、 按「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自由使用、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

人之干涉。」為民法第 765 條所明定，復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

管理辦法）第 18 條規定：「原住民取得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後，除政府指定之特定

用途外，其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是依上開管理辦法相關規定，私有原

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之承受人以原住民為限外，其他有關處分、收益及使用等，

基於所有權能之行使，應依民法、土地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至於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稱「所有權移轉應提經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

乙節，係指依管理辦法第 17 條規定，原住民取得公有原住民保留地之耕作權或地

上權後，繼續自行經營或自用滿 5 年，經查明屬實，由鄉（鎮、市、區）公所提經

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提出審查意見報請縣（市）政府核定後，再由行政院原住民族

委員會會同耕作權人或地上權人向轄區地政事務所申辦所有權移轉登記。綜上規

定，管理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2 款至第 4 款之標的，係指公有原住民保留地，至私

有原住民保留地申辦之所有權移轉案件，自無需檢附提經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查

文件。 
二、 又依原住民身分法第 11 條規定：「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回復之申請，由

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戶政事務所受理，審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及戶口名簿內註

記或塗銷其山地或平地原住民身分及族別，並通報當事人戶籍所在地之鄉（鎮、市、

區）公所。」故原住民依上開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經審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料

及戶口名簿內註記其原住民身分。又鑑於國民身分證並無原住民身分註記，故申請

人如僅檢附國民身分證辦理私有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移轉、永佃權及典權設定登記

案件，而未檢附戶籍謄本時，地政事務所審查人員為確認權利人是否具原住民身

分，應透過本部戶役政資訊系統查證。 
 
 
*19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93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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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6 年 5 月 1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5649 號函 
【要旨】 已辦竣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建物，事後因雙方合意解除契約，應以買賣為登

記原因，無須訂定公定契約書，且免課徵契稅 
【內容】 
查財政部 96 年 5 月 8 日台財稅字第 9604527040 號函副本說明二、三：「二、依旨揭內政

部 95 年函釋，已辦竣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之建物，因契約解除所為返還給付物之所有權

移轉行為，申請人依其所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分別以『判決移轉』、『調解移轉』或『和

解移轉』為登記原因申辦之案件，因非屬契稅條例第 2 條規定：『買賣、承典、交換、贈

與、分割或因占有而取得所有權』等 6 項契稅課稅原因之範圍者，尚無課徵契稅問題。

至於雙方合意解除契約而為返還給付物之案件，雖其登記原因歸類為『買賣』究與上述

一般買賣有別，如經稽徵機關查明確屬因契約解除所為返還給付物之所有權移轉行為

者，基於公平合理考量，應准予比照認定其非屬契稅課徵範圍。三、另本案有關地政機

關要求合意解除契約之當事人，另行訂定公定買賣契約書乙節，依據內政部 96 年 2 月

1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2013 號函，略以：『查合意解除契約雖以買賣為登記原因，

惟其成立之要件係因解除契約而返還給付物，故無須訂定公定買賣契約書以憑辦理所有

權移轉登記，此節本部將於適當時機予以宣導，並納入於相關教育訓練課程。』」，是有

關已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建物，事後因雙方合意解除契約案件，應以「買賣」為登記

原因，並依本部 84 年 4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8405408 號函釋意旨於其他登記事項欄予以註

記「本案為雙方合意解除契約」，使與一般買賣移轉案件有所區別。另查合意解除契約雖

以買賣為登記原因，惟其成立之要件係因解除契約而返還給付物，故無須訂定公定買賣

契約書，得以雙方合意解除之相關證明文件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20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6 年 8 月 2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50438 號函 
【要旨】 私立醫療機構依醫療法第 38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土地移轉登記時，無需檢附贈

與稅完稅證明文件 
【內容】 
有關私立醫療機構改設為醫療社團法人，依醫療法第 38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土地移轉登記

時，應否檢附贈與稅繳清證明書等相關文件，請依財政部 96 年 8 月 21 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41090 號函釋辦理 
附：財政部 96 年 8 月 21 日台財稅第 09604541090 號函。 
主旨： 私立醫療機構改設為醫療社團法人，依醫療法第 38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土地移轉

登記時，應否檢附贈與稅繳清證明書等相關文件一案，復請 查照。 
說明： 
按「本法修正施行前已設立之私立醫療機構，於本法修正施行後三年內改設為醫療法人，

將原供醫療使用之土地無償移轉該醫療法人續作原來之使用者，不課徵土地增值稅。但

於再次移轉第三人時，以該土地無償移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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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醫療法第 38 條第 3 項所明定，又行政院衛生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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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年 7 月 31 日衛署醫字第 0960222645 號函略以，查醫療法第 38 條第 3 項所定「無償

移轉」，應均指私立醫療機構申請改設為醫療社團法人時，土地所有權人將原供醫療使用

之土地移轉為醫療法人所有且繼續供作醫療使用，進而取得社員身分之情形。惟因申請

個案情形仍有差異，若有非屬前開情形時，該署將於許可函中，另行註明。準此，是類

土地之移轉，如屬土地所有權人將原供醫療使用之土地移轉為醫療法人所有且繼續供作

醫療使用，進而取得社員身分之情形者，非屬遺產及贈與稅法規定應課徵贈與稅之範圍，

於辦理移轉登記時，當事人無需檢附贈與稅完稅證明文件。惟醫療社團法人之許可函，

如有經行政院衛生署另行註明非屬上開情形而有涉及贈與情事者，應取具稽徵機關核發

之贈與稅繳清證明書或核定免稅證明書，辦理土地移轉登記。 
 
 
*21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81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6 年 9 月 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7268 號函 
【要旨】區分所有建物共有人分管之法定停車位註記登記事宜 
【內容】 
查區分所有建物為共有，而各共有人又分管部分法定停車位，為使停車位利於使用管理，

弭平共有人間對停車位範圍之爭議，並符合現今社會需求，爰區分建物所有權人於辦理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得依當事人之申請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事項欄，以代碼 88
註記「分管停車位編號：○○」。 
 
 
*22-----與前一則同要旨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81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7 年 4 月 9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4237 號函 
【要旨】區分所有建物共有人分管之法定停車位註記登記事宜 
【內容】 
為利停車位之管理使用，旨揭建物，如經區分所有建物全體共有人及他項權利人同意，

並檢附分管協議書、印鑑證明及他項權利人同意書等文件，得比照本部 96 年 9 月 5 日內

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7268 號函申辦註記登記。 
 
 
 
*23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93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6 年 9 月 12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51154 號函 
【要旨】同一人因拍賣而同時取得二棟以上之農舍不符農地管理政策 
【內容】 
函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6 年 9 月 4 日農授水保字第 0961848953 號書函關於一人向法院

同案拍得土地三筆農舍二棟，有否符合該會 96 年 3 月 14 日農授水保字第 0961848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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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示農舍與其座落用地併同移轉時，承受人資格應符合無自用農舍要件之意旨。 
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6 年 9 月 4 日農授水保字第 0961848953 號函 
主旨： 向法院同案拍得土地三筆農舍二棟，有否符合本會 96 年 3 月 14 日農授水保字第

0961848173 號函示農舍與其座落用地併同移轉時，承受人資格符合無自用農舍要

件之意旨案，復請 查照。 
說明： 
一、 89 年 1 月 26 日修正公布「農業發展條例」，主要在落實「放寬農地農有落實農地農

用」之政策目標，該條例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本條例中華民國 89 年 1 月 4 日修

正施行後取得農業用地之農民，無自用農舍而需興建者，經直轄市或縣（市）主管

機關核定，於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得申請以集村方式或在自有農業用

地興建農舍。」、同條第 5 項授權訂定之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依本條例第 18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興建農舍之申請人應為農民，其資格應

符合下列條件，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定：…4、申請人無自用農舍者。…。」

準此，「無自用農舍」為興建農舍應具備要件之一；故農舍與其座落用地併同移轉

時，承受人亦應符合無自用農舍之要件，方符立法意旨及本會農地管理之政策目

標，合先說明。 
二、 「農舍」係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建築物，提供有心經營農業者於該農地上興建具

有居住兼具放置農機具之需求，以便利其農事工作，與一般家居為主之住宅性質不

同，享有免繳地價稅等之賦稅優惠，且為農地管理需要及符合上述規定，土地所有

權人僅得申請一棟農舍，法院拍賣興建中農舍或興建完成之農舍，其投標人資格亦

應符合無自用農舍條件，本會 96 年 2 月 13 日農水保字第 0961848111 號已通函各法

院有案，其意旨相當明確，故同一人因拍賣而同時取得二棟以上之農舍，與本會農

地管理政策並不相符。 
附：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6 年 3 月 14 日農授水保字第 0961848173 號函 
主旨：農舍與其坐落用地併同辦理移轉時，承受人資格應符合無自用農舍條件 
說明： 
按農舍與其坐落用地併同辦理移轉時，承受人資格應符合無自用農舍條件；辦理移轉時，

承受人應檢具以下文件供地政機關審查：一、稅捐稽徵單位開具申請人之房屋財產歸戶

查詢清單。二、申請人房屋財產歸戶查詢清單之所有房屋使用執照影本。三、申請人切

結無自用農舍文件。 
 
 
*24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40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6 年 9 月 13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7243 號函 
【要旨】金融機構為辦理抵押權登記函送地政事務所備查印鑑內容及格式統一使用規定 
【內容】 
按金融機構為辦理抵押權設定、變更及塗銷等相關登記函送地政事務所備查之委託書暨

印鑑卡，除備查各分支機構之使用印鑑外，尚表明金融機構與其代理人間之委任授權關

係，是以，如代表人印鑑變更，原函送地政事務所備查之各分支機構委託書暨印鑑卡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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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重新備查。惟查各金融機構之分支機構眾多，如代表人有異動情形，金融機構須備具

成千上百份之委託書暨印鑑卡至各地政事務所備查，金融機構或地政事務所均須花費相

當之人力及時間處理是項業務，亦造成民眾及金融機構辦理抵押權塗銷等登記或貸放業

務之延宕。是為簡政便民，爰修正本部 82 年 12 月 21 日台（82）內地字第 8215784 號函

說明二（一）之 4．內容：「代理人（經理或主任）如有異動，則依該行（庫）人事派令

為準，不另案備查；惟代表人如有變動，則須重新備查。但銀行總行已先將代表人異動

情形及法人印鑑、委託人職章式樣函知地政事務所者，其分行（辦事處）得函送地政事

務所備查委託書暨印鑑卡，俟該銀行總行之法人及其代表人之印鑑及登記證明文件核發

後，再另行補送；又銀行總行於代表人異動情形及法人印鑑、委託人職章式樣函知地政

事務所時，已一併聲明委託事項不變，且原各分行（辦事處）印鑑及代理人職章式樣仍

繼續有效者，其各分行（辦事處）得免重新備查。」。 
 
 
*25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6 年 9 月 2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51711 號函 
【要旨】 農舍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所檢附之權利證明文件為移轉契約書時，應

檢附申請人具結僅有一戶農舍之書面聲明辦理登記 
【內容】 
一、 查「農舍」係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建築物，為符合農業發展條例第 18 條之立法

精神及落實農地管理政策，地政機關自應配合上開規定管制農舍應與其坐落用地併

同移轉，且其承受人應符合無自用農舍之規定（即一人僅能有一戶農舍），合先敘

明。 
二、 為避免一人有二戶以上農舍之虞，是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案件，應檢附申請

人具結僅有一戶農舍之書面聲明，憑以辦理登記。 
 
 
*26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25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6 年 10 月 12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52318 號函 
【要旨】 已辦妥信託登記之同一不動產標的受託人，如無信託法第 35 條第 1 項除外規

定情形之一者，不得同時以擔保物提供人兼抵押權人身分申辦抵押權設定登記 
【內容】 
案經函准法務部 96 年 10 月 4 日法律決字第 0960030552 號函略以：「按本部 91 年 8 月

27 日法律字第 0910030114 號函係認為債務人將前已設定抵押於債權人之不動產，再信

託予該債權人為管理或處分，尚無違反信託法第 35 條之問題，與本案係先辦理信託後，

再由受託人設定抵押權於自己，乃屬二事。又依信託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受託人除

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外，不得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

權利：…』準此，本案受託人於信託財產上取得抵押權，如無該條項除外規定情形之一

者，顯已違反前述規定，委託人、受益人或其他受託人，除得準用信託法第 23 條規定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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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損害賠償或回復原狀外，並得請求將其所得之利益歸於信託財產；於受託人有惡意者，

應附加利息一併歸入（信託法第 35 條第 3 項）。又就信託財產而言，受託人為形式所有

權名義人，非為代理人，核與民法第 106 條禁止自己代理或雙方代理之規定無涉，…」

從而，本案已辦妥信託登記之同一不動產標的受託人，如無信託法第 35 條第 1 項除外規

定情形之一者，不得同時以擔保物提供人兼抵押權人身分申辦抵押權設定登記。 
 
 
*27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28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6 年 10 月 16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52581 號函 
【要旨】 信託土地經法院判決塗銷信託登記，於辦理回復原所有權人名義登記時，免依

土地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查欠 
 
附：財政部 96 年 10 月 8 日台財稅字第 09600325180 號函。 
主旨： 有關信託土地，經法院判決將該土地以信託為登記原因之移轉登記塗銷，於辦理

回復原所有權人名義登記時，應否依土地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查欠一案，

復請查照。 
說明： 
一、 略。 
二、 依本部 92 年 2 月 20 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1443 號令規定：「查欠繳土地稅之土地及

欠繳房屋稅之房屋，在欠稅未繳清前，不得辦理移轉登記或設定典權，為土地稅法

第 51 條第 1 項及房屋稅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所明定。另依內政部 92 年 1 月 17 日內

授中辦地字第 0920000598 號函說明二：「查塗銷信託登記，係指土地權利因信託關

係消滅，信託財產回復至委託人所有時向該管登記機關申請權利變更所為之登記。」

其既屬土地權利變更範疇，依上開規定，土地及建物塗銷信託登記，仍應辦理查欠

作業。」上開令釋規定係指信託所定事由及信託目的完成，受託人與委託人間因信

託關係消滅，向地政機關申請塗銷信託登記時，仍宜查欠始得辦理登記，與本案經

法院判決撤銷原信託行為，並將系爭土地以信託為登記原因之移轉登記塗銷，申請

判決回復所有權登記有別，合先敘明。 
三、 查本部 89 年 3 月 17 日台財稅字第 0890451414 號函釋規定：「黃○○君所有之…土

地遭不法集團偽造證件登記於田○○君名下，既經地政機關依據法院確定判決辦竣

塗銷登記，並回復為原所有權人名義，該回復所有權係溯自原所有權人黃君原取得

日，則該房地遭非法移轉登記於田○○君之期間，所有權人之名義既已回復為黃

君，其納稅義務人名義自應予以回復，該期間之…地價稅並應向黃君補徵…」本案

信託土地，如經查明係因法院判決撤銷原信託行為，並將系爭土地以信託為登記原

因之移轉登記塗銷，經向地政機關申請依據上開確定判決辦理，並回復為原所有權

人謝君名義，且該回復所有權係溯自謝君原取得日，則該房地遭非法移轉登記於田

○○君之期間，參照上開函釋規定，應將該土地之納稅義務人名義回復為謝君，其

信託期間之地價稅，並應向謝君補徵；該土地於辦理回復謝君名義登記時，免依規

定辦理查欠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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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內政部 92 年 1 月 1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00598 號函 
主旨： 有關林○○先生申辦○○市○○段 203 之 6 地號土地及 2035 建號建物塗銷信託

登記，應否辦理查欠作業疑義乙案，敬請惠示卓見。 
說明： 
一、 略。 
二、 查塗銷信託登記，係指土地權利因信託關係消滅，信託財產回復至委託人所有時向

該管登記機關申請權利變更所為之登記，次查「欠繳土地稅之土地，在欠稅未繳清

前，不得辦理移轉登記或設定典權。」為土地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所明定，塗銷信

託登記既屬土地權利變更範疇，本部以為依上開規定仍宜查欠稅費始得辦理登記，

因案涉貴管，請惠示卓見。 
 
 
*28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15 條之 1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6 年 10 月 2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52983 號函 
【要旨】 原已登記權利存續期間之抵押權申辦擔保債權確定期日變更登記時，應併同刪

除原存續期間欄位資料 
【內容】 
按擔保債權確定期日係指足使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擔保債權歸於確定之特定日期。此項確

定期日有由抵押權當事人約定而生者，爰本部修正之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即增有該約定之

欄位。又抵押權之當事人有此約定者，具有限定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擔保債權，應以於確

定期日前所生者為限之功能，此與民法修正施行前最高限額抵押權有權利存續期間之約

定，而僅限於該期間內所生之債權始為擔保範圍者，具有相同之旨趣。惟依修正後民法

第 881 條之 4 規定之意旨，96 年 9 月 28 日以後之最高限額抵押權僅許有確定期日之約

定，而不得再有上述存續期間之約定，以免誤為最高限額抵押權本身之存續期間，致生

效力上之疑義。基此，原已登載權利存續期間之抵押權，當事人依修正後民法擔保物權

規定申辦擔保債權確定期日變更登記時，當事人應於抵押權變更契約書第（17）欄約定：

「變更前：存續期間自○○年○○月○○日至○○年○○月○○日止；變更後：擔保債

權確定期日○○年○○月○○日」；登記機關為擔保債權確定期日之登記時，應併同刪除

原約定之存續期間。 
 
 
 
*29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15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6 年 12 月 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54219 號函 
【要旨】 經抵押權人出具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證明文件，得依普通抵押權移轉之方式辦

理最高限額抵押權移轉登記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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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民法第 881 條之 13 明定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原債權於確定事由發生後，賦

予債務人或抵押人請求抵押權人結算之權，並得就該金額請求變更為普通抵押權之

登記。而土地登記規則第 115 條之 2，係配合上開民法規定所由設，明定最高限額

抵押權因原債權確定事由發生而申請變更為普通抵押權時，抵押人應會同抵押權人

及債務人就結算實際發生之債權額申請為權利內容變更登記，該項登記乃法律賦予

債務人或抵押人行使債權額結算請求權之結果，且足使確定最高限額抵押權變更為

普通抵押權，尚無逾越民法第 881 條之 13 規定。 
二、 又最高限額抵押權發生確定事由後，該抵押權與擔保債權之結合狀態隨之確定，此

時該最高限額抵押權之從屬性與普通抵押權完全相同，其移轉登記得依普通抵押權

移轉之方式為之，並無須抵押人或債務人會同辦理，惟抵押權人仍應出具最高限額

抵押權確定之有關證明文件，始得辦理；登記機關為移轉登記時，應以新增代碼

「GY」，資料內容為「本最高限額抵押權已確定」，同時於他項權利部其他登記事項

欄登載，以保障後次序抵押權人及一般債權人權利。 
 
 
*30---與前一則同要旨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15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6 年 12 月 1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55106 號函 
【要旨】 經抵押權人出具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證明文件，得依普通抵押權移轉之方式辦

理最高限額抵押權移轉登記 
【內容】 
依法務部 96 年 11 月 19 日法律字第 0960036534 號函，最高限額抵押權發生確定事由後，

其移轉登記無須抵押人或債務人會同辦理，得由抵押權人單方出具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

之有關文件，供地政機關為形式上審查。是以為符民法物權編抵押權章相關修正條文規

定及利登記審查需要，惠請轉知各金融機構於申辦確定最高限額抵押權移轉登記時，檢

附之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證明文件應一併敘明該最高限額抵押權確定之事由及其法令依

據。 
 
 
*31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6 年 12 月 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7915 號函 
【要旨】民法第 1030 條之 1 規定配偶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登記申請事宜 
【內容】 
案經本部於 96 年 10 月 19 日及同年 11 月 9 日邀同財政部、法務部、各直轄市政府地政

處、臺北縣政府地政局、部分縣（市）政府地政機關及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等會商獲致結論如次： 
（一） 登記原因標準用語「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意義修正為「依民法第 1030 條之 1

規定，因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所為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土地建物權利移轉登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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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辦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應以夫妻或生存配偶與全體繼承人訂立協議給付文

件之日期，或法院判決確定之日期為其原因發生日期。 
（三） 申請登記應依土地法第 73 條、第 76 條及土地登記規則第 50 條規定計收登記費

及逾期申請登記之罰鍰。 
（四） 申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應提出土地登記規則第 34 條第 1 款、第 3 款、第 4

款之文件及下列文件： 
１、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之證明文件。 
２、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原因為離婚者，應提出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協議書或法院確

定判決書。 
３、配偶一方死亡者，生存配偶應提出主管稽徵機關核算差額分配價值證明文件及與

全體繼承人協議給付文件或法院確定判決書。但生存配偶申辦之剩餘財產差額分

配登記與其遺產繼承登記連件申請登記，且該遺產繼承登記案件係由全體繼承人

按法定應繼分會同申辦或分割繼承登記案件檢附之遺產分割協議書已併就該財產

差額分配協議給付者，得免再提出生存配偶與全體繼承人協議給付之文件。上開

法院確定判決書應以載有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不動產標的者為限。 
４、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土地增值稅繳（免）稅或不課徵之證明文件。 
５、立協議書人之印鑑證明。但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40 條規定辦理者，或符合第 41 條

規定情形者免附。 
（五） 配偶一方死亡者，生存配偶申辦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應與其遺產繼承登記分

件辦理。 
（六） 已辦竣抵繳稅款或各類繼承登記後，再經稽徵機關核准自遺產總額中扣除配偶剩

餘財產差額者，應就原辦竣登記部分以「撤銷」為登記原因回復為原被繼承人所

有，再連件辦理「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 
（七） 申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移轉給付之標的不限於稽徵機關核算價值之財產或

74 年 6 月 5 日（含當日）以後登記取得之婚後財產。 
（八） 重劃範圍內之土地，於公告禁止或限制期間，得申辦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 
（九） 配偶一方死亡，其繼承人有大陸人士者，生存配偶申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

得僅與他方配偶之全體台灣繼承人協議給付。 
（十） 被繼承人所立遺囑有發生遺贈情事者，生存配偶與全體繼承人仍得協議或經法院

判決以遺贈之標的為給付，無須經受遺贈人或遺囑執行人同意。 
（十一）有關稅賦： 

１、非屬印花稅法第 5 條第 5 款規定之課徵範圍，免貼用印花稅票。 
２、非屬契稅條例第 2 條規定之課徵範圍，免報繳契稅，惟仍需查欠房屋稅。 
３、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非取回請求權人原有之財產，應依土地稅法第 49 條規

定申報土地移轉現值。 
 
 
*32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42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6 年 12 月 2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8156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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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公司法人申辦合併、收購及分割等登記事宜 
【內容】 
按公司法人依公司法、促進產業升級條例、金融機構合併法、金融控股公司法、存款保

險條例及企業併購法等規定辦理有關公司法人之合併、收購及分割等，申辦有關登記事

宜，…為利民眾申辦及登記機關審查及登錄作業之統一，茲重行規定如下： 
（一） 申請方式： 

１、法人合併：由權利人單獨申請登記。 
２、法人收購：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申請。 
３、法人分割：由權利人及義務人會同申請。 

（二） 申請登記事由為「法人合併登記」、「法人收購登記」或「法人分割登記」；登記

原因為「法人合併」、「法人收購」或「法人分割」。 
（三） 原因發生日期： 

１、法人合併：主管機關核定有合併基準日者，以該基準日為原因發生日期；未有基

準日者，以主管機關核准函日期為原因發生日期。 
２、法人收購：契約成立之日。 
３、法人分割：主管機關核准函之日期。 

（四）申請期限： 
１、法人合併：自主管機關核定合併基準日起 6 個月內為之；未有合併基準日者，自

主管機關核准之日起 6 個月內為之。 
２、法人收購：自契約成立之日起 6 個月內為之。 
３、法人分割：自主管機關核准之日起 1 個月內為之。 

（五）應附文件： 
１、登記申請書。 
２、登記清冊（法人合併或分割時檢附）：得以歸戶清冊替代或檢附之法人分割計畫書

內附有分割清冊者免附。 
３、契約書（法人收購時檢附）。 
４、所有權狀、他項權利證明書，他項權利證明書如未能檢附者，應由申請人於登記

申請書適當欄位記明未能檢附之原因。 
５、申請人身分證明。 
６、土地增值稅繳納或准予記存或免稅之證明文件；契稅繳（免）納證明文件（法人

收購及分割時檢附）。 
７、其他應提出之證明文件：主管機關核准函或經核准之法人分割計畫書。 

（六） 權利書狀之核發：應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65 條規定發給申請人權利書狀，但得就

原書狀加註者，得加註之；倘申請人於登記申請書上記明他項權利證明書未能檢

附之原因者，得免繕發之，原書狀號碼先予保留，俟日後權利辦理異動登記時，

一併辦理註銷。 
（七） 登錄作業方式：所有權部採「所有權移轉」之程式類別，以主登方式辦理；他項

權利部則採「法人合併」之程式類別，以主登方式批次辦理，並於「是否更正全

部地建號」欄位選擇「是」與「否」一併辦理全部或部分地建號之異動。 
（八） 登記規費之繳納：除依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17 條第１項及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2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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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款規定辦理之法人合併免納登記費（但書狀費仍需繳納）外，餘應均依土地

法規定繳納登記規費。 
（九）略。 
 
 
*33---與前一則同要旨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42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7 年 3 月 2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2810 號函  
【要旨】公司法人申辦合併、收購及分割等登記事宜 
【內容】 
一、 查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28 條第 1 款規定：「辦理所有不動產、應登記之動產、各項

擔保物權及智慧財產權之變更登記時，得憑主管機關證明逕行辦理，免繳納登記規

費；辦理公司登記時，其公司設立登記費，以轉換後之資本淨增加部分為計算基礎

繳納公司設立登記費。」，本案貴公司如確依上開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28 條第 1 款規

定辦理不動產所有權人名義變更登記，該登記費則免予繳納，合先敘明。 
二、 另查尚有其他法律對於公司法人申辦合併、收購及分割等登記亦有免納登記費之規

定，為符合實際，修正本部 96 年 12 月 2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8156 號函說明

二、（八）如下：「登記規費之繳納：除依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17 條、18 條、存款保

險條例第 37 條、金融資產證券化條例第 38 條、金融控股公司法第 28 條或依其他

法律規定免納登記費（但書狀費仍需繳納）外，餘均應依土地法規定繳納登記規費。」 
 
 
*34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19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7 年 3 月 3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2324 號函 
【要旨】繼承人得檢附全體繼承人同意之分割協議書就部分遺產申辦分割繼承登記 
【內容】 
按「按民法第 1164 條所定之遺產分割，係以遺產為一體，整個的為分割，而非以遺產中

個個財產之分割為對象，亦即遺產分割之目的在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

個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故應以全部遺產為分割，惟如符合民法第 828 條、第 829
條規定時，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仍可僅就特定財產為分割（謝在全著，民法物權論

中冊，修訂四版，頁 43 註 51；最高法院 88 年度台上 2837 號裁判意旨參照）。」為法務

部 97 年 2 月 26 日法律決字第 0970001316 號函所明釋，本案被繼承人楊○○君遺有多筆

不動產，倘符合民法第 828 條、第 829 條規定，繼承人得檢附全體繼承人同意之分割協

議書而就部分遺產申辦分割繼承登記。 
 
 
*35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20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7 年 4 月 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429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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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 繼承人中有大陸人士時，債權人代債務人申辦繼承登記勿須切結「賴以居住」

等文字 
【內容】 
一、 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

義務。但權利、義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被繼承人在臺灣地區

之遺產，由大陸地區人民依法繼承者，其所得財產總額，每人不得逾新臺幣二百萬

元。超過部分，歸屬臺灣地區同為繼承之人；臺灣地區無同為繼承之人者，歸屬臺

灣地區後順序之繼承人；臺灣地區無繼承人者，歸屬國庫。…第一項遺產中，有以

不動產為標的者，應將大陸地區繼承人之繼承權利折算為價額。但其為臺灣地區繼

承人賴以居住之不動產者，大陸地區繼承人不得繼承之，於定大陸地區繼承人應得

部分時，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額。」分為民法第 1148 條第 1 項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

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7 條所明定。另依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86 年 2 月 3 日（86）陸法

字第 8600788 號函釋略以：「有關函詢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以下簡

稱兩岸條例）第 67 條第 4 項所定「賴以居住」是否有時限一節，按繼承因被繼承

人之死亡而開始，民法第 1147 條定有明文，繼承開始時期之確定，即以此時決定何

人為繼承人及應繼財產之價額。又被繼承人在臺灣地區之遺產，有為臺灣地區繼承

人賴以居住之不動產者，大陸地區繼承人不得繼承之，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額，兩

岸條例第 67 條第 4 項亦有明文，則被繼承人遺留之不動產是否為臺灣地區繼承人

賴以居住，端以被繼承人死亡時點為判斷標準，應繼財產價額亦於此時點確定，並

不因嗣後該不動產物權移轉或時間經過而有所影響。」，合先敘明。 
二、 依上開規定，屬臺灣地區繼承人賴以居住之不動產，大陸地區繼承人則不得繼承，

其價額不計入遺產總額，倘非屬賴以居住者，經大陸地區繼承人表示繼承，因大陸

人士不得繼承不動產，得將其繼承權利折算為價額而繼承之，惟是否屬「賴以居

住」，係以被繼承人死亡時點為判斷標準，並無時限；另大陸地區繼承人表示繼承

時，應同時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和義務。 
三、 本案債務人（被繼承人）程○○死亡，債權人○○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依「未繼

承登記不動產辦理強制執行聯繫辦法」規定代辦繼承登記，因有大陸地區繼承人，

而債權人不願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66 條規定等待 3 年，債權人

應否切結「該不動產確係在臺繼承人賴以居住之不動產」或「大陸地區繼承人主張

繼承權利時，登記之繼承人願就其應得價額予以返還」乙節，緣債權人與被繼承人

（債務人）有債權債務關係，依上開辦法規定需先代辦繼承登記，嗣後循強制執行

程序拍賣抵押物受償，因本案非由繼承人申辦登記，倘大陸繼承人主張繼承時，在

台繼承人本負有返還其應得價額之義務，登記機關無由要求債權人代繼承人切結前

開文字，繼承人間如有爭執，應由其訴請司法機關處理。 
 
 
*36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89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7 年 4 月 22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003 號函  
【要旨】 申請建物基地分割或合併登記，涉及基地號變更，建物與基地所有權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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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基地所有權人未代為申辦基地號變更登記時，登記機關得逕為辦理變更登記 
【內容】 
按「申請建物基地分割或合併登記，涉及基地號變更者，應同時申請基地號變更登記。

如建物與基地所有權人不同時，得由基地所有權人代為申請之。於登記完畢後，應通知

建物所有權人換發或加註建物所有權狀。」為土地登記規則第 89 條所明定，本條文係於

84 年 7 月 12 日修正土地登記規則時增訂，其意旨在於使建物登記事項與實際相符，俾

利地籍管理，合先敘明。查該條後段規定，如建物與基地所有權人不同時，得由基地所

有權人代為申請之，惟實務上常有申請人未予併同申請，而相關承辦人員亦未注意該基

地尚有建物或未續予查明地上建物坐落位置，以致地籍登記資料與事實狀態不符，致日

後登記機關查明確有不符時，亦無法據以主動辦理基地號變更登記，僅能被動通知相關

權利人儘速申辦，終非正辦；另查類此情況，已有部分登記機關為維護地籍資料正確性，

主動逕為辦理基地號變更登記，是考量基地號變更性質係屬事實認定，及為使建物登記

資料與實際狀況一致，賦予登記機關得主動逕為辦理基地號變更登記，應有其必要性，

爰參酌土地登記規則第 31 條、第 92 條規定意旨，於修正土地登記規則前，申請建物基

地分割或合併登記，涉及基地號變更者，除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89 條規定辦理外，如建物

與基地所有權人不同，且基地所有權人未代為申請基地號變更時，得由登記機關查明後

逕為辦理，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通知建物所有權人換發或加註建物所有權狀。 
 
 
*37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4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7 年 6 月 3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5058 號函 
【要旨】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辦理更生登記及清算登記方式 
【內容】 
依據 97 年 4 月 11 日施行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 48 條第 1 項及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施

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應將更生資訊公開化，俾利更生程序之進行，故登記機關於接獲法

院囑託，或監督人持更生程序裁定辦理更生登記時，因本項登記係屬註記性質，請以「註

記」為登記原因將更生登記之事實註記於其他登記事項欄（所有權或他項權利），註記內

容為：「00（一般註記事項）00 年 00 月 00 日 00 收件字號，依 00 法院 00 年度 0 字第 00
號民事裁定辦理更生登記。」，登記完畢後，該標的如已有他項權利設定或經另案辦理查

封登記時，應將權利人姓名、住址、設定日期、金額等登記情形及查封案號函復裁定法

院；至法院囑託辦理塗銷該更生登記時，請以「塗銷註記」為登記原因辦理該更生登記

註記之塗銷登記。前項註記之訴訟標的並無限制移轉之效力，故該標的辦理移轉時，應

將該註記內容予以轉載。 
 
 
*38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4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7 年 8 月 13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50210 號函 
【要旨】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辦理更生登記及清算登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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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一、 依 97 年 4 月 11 日施行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 87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法院裁

定開始清算程序時，就債務人或清算財團有關之登記，應即通知該管登記機關為清

算之登記，另管理人亦得持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向該管登記機關聲請為清算之登

記。故登記機關於接獲法院囑託，或受理管理人持開始清算程序之裁定辦理清算登

記時，請以「註記」為登記原因，將清算登記之事實註記於其他登記事項欄（所有

權或他項權利），內容為：「代碼『９Ｍ』（清算登記：）00 地方法院 00 年 00 月 00
日 000 字第 0000 號函於 00 年 00 月 00 日 00 時以 00 年度 000 字 00 號裁定開始清

算」，登記完畢後，該標的如已有他項權利設定或經另案辦理查封登記時，應將權

利人姓名、住址、設定日期、金額等登記情形及查封案號函復裁定法院；至法院囑

託辦理塗銷該清算登記時，請以「塗銷註記」為登記原因辦理該清算登記註記之塗

銷登記。本項註記之訴訟標的有禁止移轉及設定負擔之效力，惟如有上開條例第 87
條第 3 項規定債務人因繼承、強制執行、徵收、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

於清算登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得依法院通知登記為債務人所有。 
二、 略。 
 
 
*39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24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7 年 6 月 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6277 號函 
【要旨】 私法人於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前取得之土地，經補註用地別變更為耕地申辦自益

信託登記，應受農業發展條例第 33 條規定之限制 
【內容】 
案經函准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7 年 6 月 5 日農企字第 0970128463 號函略以「…按『私法

人不得承受耕地。但符合第 34 條規定之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

取得許可者，不在此限。』及『信託行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無效…四、以依法

不得受讓特定財產權之人為該財產權之受益人者。』農業發展條例第 33 條及信託法第 5
條第 4 款定有明文，依來函所述案例事實，本案○○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私法人）不得

自為承受耕地信託行為之受益人，如為之，依上開信託法第 5 條第 4 款規定，應屬無效。

且本案信託行為涉有財產權移轉，如有約定信託財產之歸屬為委託人德安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者，於信託關係消滅後，涉及耕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時，則仍受農業發展條例第 33
條規定之限制。」是以，有關私法人於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公布生效前合法取得之土地，

嗣經政府補註用地別變更為耕地申辦信託登記，並約定受益人為委託人，仍應受農業發

展條例第 33 條規定之限制。 
 
 
*40  
歸屬法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7 年 6 月 12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6311 號函 
【要旨】 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處分共有物時，承受人得為該共有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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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人之一，其應有部分於本次買賣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內容】 
一、 依據財政部 97 年 6 月 5 日台財稅字第 09700258750 號函辦理。 
二、 本案經函准法務部 95 年 8 月 4 日法律決字第 095070558 號函略以：「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旨在解決因少數共有人不予同意，即無從處分共有物之困難，而賦予部

分共有人得處分共有物之權，以促進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有效利用，又該同意

處分之意思與後續之處分行為係屬二事。次依上開土地法規定，並參酌最高行政法

院 91 年度判字第 214 號裁判略以：『…至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共有人，其應有部分

合計逾三分之二，而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處分全部共有物時，其承受

人，得為共有人之一，或必須為該共有物全體共有人以外之第三人，法律並未設限

制規定。…土地共有人，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取得全部共有物之處

分權、而依法處分該共有土地時，如其承受人為共有人之一時，將發生該承受人因

承受處分權人所處分之共有物全部權利，而與其原有該土地之部分權利混同，因此

無須另為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意旨，均未限制共有人承買共有物，且共有人承

受共有物時，係生權利混同之效果。是以，同意處分共有物之人數及應有部分如已

符合前開土地法規定，即得依前開規定處分共有物，縱事後原同意處分之共有人之

一承買共有物，而生權利混同之效果，亦不影響原同意處分人數及應有部分之計

算。…」；另該部 97 年 3 月 12 日法律決字第 0970003026 號函示上開函釋對於「分

別共有」亦應為相同之處理在案，本案同意上開法務部意見。 
三、 另依財政部 97 年 6 月 5 日台財稅字第 09700258750 號函、同年 4 月 21 日台財稅字

第 09600361070 號函副本及 96 年 4 月 9 日台財稅字第 09604515860 號函釋有關土

地增值稅核課事宜如下： 
（一） 共有土地移轉，因承買之部分共有人兼具出賣人身分，其應有（或潛在）部分

於本次買賣時，其增值利益尚未真正實現，應不課徵土地增值稅；惟嗣後再移

轉時，該應有（或潛在）部分之原地價，應以本次移轉前之原規定地價或前次

移轉現值為準，計算漲價總數額，課徵土地增值稅。 
（二） 買賣雙方如具二親等關係，且土地增值稅繳款書載有「另有贈與稅」，則於辦

理移轉登記時，仍應檢附非屬贈與財產證明或贈與稅繳清、免稅等證明，至於

不同意者應檢附之上開證明文件，准由同意出售者代為申辦，俾憑辦理移轉登

記。 
 
 
*41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115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7 年 7 月 3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801 號函 
【要旨】 金融機構經主管機關許可概括承受或概括讓與者，受讓金融機構得憑主管機關

證明單獨辦理權利變更登記事宜 
【內容】 
一、 本案經函准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97 年 7 月 8 日金管銀（一）字第 09700230460

號函略以：「…二、有關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概括承受中華商業銀行之資產、負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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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原中華商業銀行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之債權隨同移轉予香港上海匯豐銀

行，仍繼續存在。至於本會 97 年 3 月 13 日金管銀（五）字第 09700088250 號函係

核准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概括承受中華商業銀行之資產、負債及營業，與債權確定之

證明文件無涉。三、另依金融機構合併法第 18 條有關金融機構概括承受與概括讓

與準用同法第 17 條規定，金融機構經主管機關許可概括承受或概括讓與者，受讓

機構於申請對讓與機構所有不動產、應登記之動產及各項擔保物權之變更登記時，

得憑主管機關證明逕行辦理登記。爰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得檢具本會核准函單方辦理

登記，毋須會同原權利人及抵押人。」，本部同意金管會上開函意見。 
二、 另依民法第 881 條之 7 規定：「原債權確定前，最高限額抵押權之抵押權人或債務

人為法人而有合併之情形者，抵押人得自知悉合併之日起十五日內，請求確定原債

權。但自合併登記之日起已逾三十日，或抵押人為合併之當事人者，不在此限。有

前項之請求者，原債權於合併時確定。合併後之法人，應於合併之日起十五日內通

知抵押人，其未為通知致抵押人受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是本案抵押人倘

未於知悉合併之日起 15 日內請求確定原債權，該債權額尚未確定，得由受讓人持

憑主管機關核准概括承受之公文，以「讓與」為登記原因，單方申請抵押權移轉登

記，以登記清冊或歸戶清冊（刪除不屬該範圍者）代替移轉契約書，免繳納登記費

（但書狀費仍需繳納），並得採批次方式辦理登記。 
 
 
*42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93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7 年 7 月 3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8781 號函 
【要旨】地政機關配合農業發展條例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相關執行事宜 
【內容】 
一、 依據本部於 97 年 7 月 3 日邀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本部法規會（請假）、營建署、

部分縣（市）政府、地政事務所及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等研商結論辦理。 
二、 按農業發展條例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農舍應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揆其立法意

旨乃在避免農舍與其坐落用地分屬不同所有權人，引發利用及產權紛爭問題。又農

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9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應將已興建及未

興建之農業用地分別著色標示及造冊列管，於核發使用執照後，並將農舍坐落之地

號及提供興建農舍之所有地號清冊，送地政機關於土地登記簿上註記。該農舍管理

之目的，係避免已作為興建農舍之農地或合併計算農舍建蔽率之配合農地，發生重

複申請興建農舍之情事，合先敘明。 
三、 為避免已作為興建農舍之農地或合併計算農舍建蔽率之配合農地，發生再度被重複

申請興建農舍情事，地政機關於受理農舍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登記時，如查明該

坐落用地及配合興建之農地未有註記者，應於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後，通知建管單

位，將該農舍坐落之地號及提供興建農舍之所有地號清冊，囑託地政機關辦理註記。 
四、 農業發展條例修正前興建之農舍，業經建管單位審查符合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管

理辦法第 5 條規定，並核發使用執照者，嗣後地政機關受理農舍與其坐落用地移轉

登記時，除審查移轉之坐落用地面積不得少於移轉農舍之一樓樓地板面積外，無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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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依本部 87 年 1 月 8 日台內地字第 8612295 號函釋審查移轉後之農地面積有無符

合上開建管法令規定原核准使用面積。本部上開號函應配合停止適用。 
五、 另查農業發展條例並無限制將農業用地移轉為共有之規定，故共有農舍與其基地共

有人，得將其基地持分之一部分移轉於其他共有人。 
 
 
*43 
歸屬法條：土地登記規則第 39 條 
【公布日期文號】內政部 97 年 8 月 1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9929 號函 
【要旨】 父或母與未成年子女申辦遺產協議分割時，有民法第 106 條禁止代理之情形，

應依民法第 1086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 
【內容】 
查 96 年 5 月 23 日總統公布增訂民法第 1086 條第 2 項規定：「父母之行為與未成年子女

之利益相反，依法不得代理時，法院得依父母、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

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或依職權，為子女選任特別代理人。」，該條修正說明第二項所

定「依法不得代理」係採廣義，包括民法第 106 條禁止自己代理及雙方代理之情形，以

及其他一切因利益衝突，法律上禁止代理之情形。是父或母與未成年子女申辦遺產協議

分割時，倘有民法第 106 條所定禁止代理之情形，自應依民法第 1086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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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97 年 8 月 22 日以前未刊登公報之解釋函令 

編

號 
公發布日期 文  號 主旨（案由） 

所屬法條

（項、款） 
要旨索引 會議結論

1 81.7.8 台（81）內地字

第 8108899 號函 
日據時期戶口調查簿內「世

帶主」之意義及其財產繼承

順序規定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19 條 
（六）2. 同意收錄

2 92.6.2 台內營字第

0920086968 號

令 

國民住宅辦理信託登記應符

合國民住宅條例規定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24 條 
（四）1 同意收錄

3 94.10.25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40053723 號

函 

信託財產利益與受託人利益

無衝突時，同一不動產標的

之抵押權人得擔任信託行為

之受託人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25 條 
（四）1. 同意收錄

4 95.08.03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5130 號

函 

依公正第三人認可及其公開

拍賣程序辦法第 12 條及第

28 條規定辦理註記登記事宜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4 條 
（三）5. 同意收錄

5 95.08.18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49678 號

函 

稽徵機關未於核發之契稅繳

款書加蓋欠稅章戳之建物移

轉登記案，申請人得檢附移

轉當期已繳清之房屋稅繳款

書正本作為房屋稅完稅證

明，免再向稽徵機關辦理查

欠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一）4.
（2） 

同意收錄

6 95.08.21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0100 號

函 

申請土地登記應附文件法令

補充規定第28點規定土地權

利信託登記事項之適用範圍

申請土地登

記應附文件

法令補充規

定第 28 點 

（四）1 同意收錄

7 95.09.05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0486 號

函 

分別共有與公同共有併存之

土地，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規定處分全部共有物事宜 

土 地 法 第

34 條之 1 
（三）6. 同意收錄

8 95.09.06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0711號函 
非屬農民團體、農業企業機

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之私

法人不得為保全耕地所有權

移轉之請求權申辦預告登記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37 條 
（十）1. 同意收錄

9 95.10.03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5301 號

函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第 52 條第 3 項規定，經主辦

機關同意其他機構繼續興

建、營運之案件，得由接手

土地登記規

則第 27 條 
（七）1. 同意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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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單獨辦理地上權移轉登

記 
10 95.10.14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2080 號

函 

委託人依行政院及所屬機關

政務人員財產強制信託實施

要點規定申辦耕地信託登記

應受農業發展條例第33條規

定之限制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24 條 
（四）1. 同意收錄

11 95.11.10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726305 號

函 

地政機關配合農業用地興建

農舍辦法第 9 條規定辦理註

記及執行事宜 

土地登記規

則第 79 條 
（二）3.
（1） 

同意收錄

12 95.12.07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50054524 號
函 

自益信託之委託人除信託契

約另有約定外，得檢附其通

知受託人終止信託關係之存

證信函單獨申請塗銷信託登

記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28 條 
（四）4. 同意收錄

13 96.07.10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7989 號

函 

自益信託之委託人除信託契

約另有約定外，得檢附其通

知受託人終止信託關係之存

證信函單獨申請塗銷信託登

記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28 條 
（四）4 同意收錄

14 96.01.16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3528 號

函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66條規定

辦理分別發給權利書狀登記

及地價辦理方式事宜 

土地登記規

則第 66 條 
（九）1. 同意收錄

15 96.02.06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1459 號

函 

辦理預為抵押權讓與登記事

宜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17 條 
（七）4. 同意收錄

16 96.03.26 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3346 號

函 

依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興

建之住宅，符合該條例立法

宗旨者，得辦理自益信託登

記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25 條 
（四）1 同意收錄

17 96.04.09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3610 號

函 

非財團法人制寺廟處分不動

產或設定負擔申請登記時，

得依土地登記規則第42條規

定簽註確依有關法令規定完

成處分程序並蓋章；已成立

財團法人之寺廟，除應依上

開規定簽註外，應另提出主

管機關核准或同意備查之證

明文件 

土地登記規

則第 42 條 
（三）3. 同意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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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96.04.20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4520 號

函 

辦理私有原住民保留地所有

權移轉及他項權利設定登記

事宜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三）1. 同意收錄

19 96.05.17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45649 號

函 

已辦竣買賣所有權移轉登記

之建物，事後因雙方合意解

除契約，應以買賣為登記原

因，無須訂定公定契約書，

且免課徵契稅 

土地登記規

則第 93 條 
（三）1. 同意收錄

20 96.08.27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50438 號

函 

私立醫療機構依醫療法第 38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土地移轉

登記時，無需檢附贈與稅完

稅證明文件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一）4.
（2） 

同意收錄

21 96.09.05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7268 號

函 

區分所有建物共有人分管之

法定停車位註記登記事宜 
土地登記規

則第 81 條 
（二）3.
（3） 

同意收錄

22 97.04.09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4237 號

函 

區分所有建物共有人分管之

法定停車位註記登記事宜 
土地登記規

則第 81 條 
（二）3.
（3） 

同意收錄

23 96.09.12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51154號函 
同一人因拍賣而同時取得二

棟以上之農舍不符農地管理

政策 

土地登記規

則第 93 條 
（三）1. 同意收錄

24 96.09.13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7243 號

函 

金融機構為辦理抵押權登記

函送地政事務所備查印鑑內

容及格式統一使用規定 

土地登記規

則第 40 條 
（七）4. 同意收錄

25 96.09.28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51711號函 
農舍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所檢附之權利證明文

件為移轉契約書時，應檢附

申請人具結僅有一戶農舍之

書面聲明辦理登記 

土地登記規

則第 79 條 
（一） 4
（2） 

同意收錄

26 96.10.12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52318 號

函 

已辦妥信託登記之同一不動

產標的受託人，如無信託法

第 35條第 1項除外規定情形

之一者，不得同時以擔保物

提供人兼抵押權人身分申辦

抵押權設定登記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25 條 
（四）1 同意收錄

27 96.10.16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52581 號

函 

信託土地經法院判決塗銷信

託登記，於辦理回復原所有

權人名義登記時，免依土地

稅法第 51 條第 1項規定辦理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28 條 
（四）4 同意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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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欠 
28 96.10.24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52983 號

函 

原已登記權利存續期間之抵

押權申辦擔保債權確定期日

變更登記時，應併同刪除原

存續期間欄位資料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15 條

之 1 

（七）4 同意收錄

29 96.12.05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54219 號

函 

經抵押權人出具最高限額抵

押權確定證明文件，得依普

通抵押權移轉之方式辦理最

高限額抵押權移轉登記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15 條 
（七）4. 同意收錄

30 96.12.14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055106 號

函 

經抵押權人出具最高限額抵

押權確定證明文件，得依普

通抵押權移轉之方式辦理最

高限額抵押權移轉登記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15 條 
（七）4. 同意收錄

31 96.12.10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7915 號

函 

民法第 1030條之 1規定配偶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登記申

請事宜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4 條 
（八）1. 同意收錄

32 96.12.28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60728156 號

函 

公司法人申辦合併、收購及

分割等登記事宜 
土地登記規

則第 42 條 
（八）2. 同意收錄

33 97.03.24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2810 號

函 

公司法人申辦合併、收購及

分割等登記事宜 
土地登記規

則第 42 條 
（八）2. 同意收錄

34 97.03.03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2324 號

函 

繼承人得檢附全體繼承人同

意之分割協議書就部分遺產

申辦分割繼承登記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19 條 
（六）1. 同意收錄

35 97.04.10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4293 號

函 

繼承人中有大陸人士時，債

權人代債務人申辦繼承登記

勿須切結「賴以居住」等文

字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20 條 
（六）2. 同意收錄

36 97.04.22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003 號

函 

申請建物基地分割或合併登

記，涉及基地號變更，建物

與基地所有權人不同，且基

地所有權人未代為申辦基地

號變更登記時，登記機關得

逕為辦理變更登記 

土地登記規

則第 89 條 
（五）1. 同意收錄

37 97.06.03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5058 號

函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辦理

更生登記及清算登記方式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4 條 
（九）5. 同意收錄

38 97.08.13 內授中辦地字第 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辦理土地登記規（九）5. 同意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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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0050210 號

函 
更生登記及清算登記方式 則第 14 條 

39 97.06.10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6277 號

函 

私法人於農業發展條例修正

前取得之土地，經補註用地

別變更為耕地申辦自益信託

登記，應受農業發展條例第

33 條規定之限制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24 條 
（四）1. 同意收錄

40 97.06.12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6311號函 
部分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
之 1 規定處分共有物時，承

受人得為該共有物之共有人

之一，其應有部分於本次買

賣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土 地 法 第

34 條之 1 
（三）6. 同意收錄

41 97.07.30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801 號

函 

金融機構經主管機關許可概

括承受或概括讓與者，受讓

金融機構得憑主管機關證明

單獨辦理權利變更登記事宜

土地登記規

則第 115 條 
（七）4. 同意收錄

42 97.07.31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8781 號

函 

地政機關配合農業發展條例

第 18條第 4項規定相關執行

事宜 

土地登記規

則第 93 條 
（三）1. 同意收錄

43 97.08.11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9929 號

函 

父或母與未成年子女申辦遺

產協議分割時，有民法第 106
條禁止代理之情形者，應依

民法第 1086條第 2項規定辦

理 

土地登記規

則第 39 條 
（三）2 同意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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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擬停止適用解釋函令 

編
號 

公發布日
期 文  號 主旨（案由） 擬停用原因 

92 年版頁
次或 95年
版登記法
令彙編頁
次 

會議結論

1 69.09.26 台（69）內地

字第 40765 號

函 

抵押權因權利存

續期限及利息變

更登記應檢附次

順位抵押權人同

意書及印鑑證明

辦理 

現行抵押權分為普通抵押

權及最高限額抵押權，利

息變更僅止於普通抵押權

時，有影響次順序抵押權

人之權益，而現行民法規

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採債

權最高限額說，利息之變

動不得逾越約定之最高額

度，對次順序抵押權人之

權益應無影響；另現行抵

押權已無存續期間之約

定，本函示規定已無法涵

蓋全部抵押權，爰擬停止

適用 

03-01-407
（A-392） 

同意停止

適用 

2 69.12.15 台（69）內地

字第 52305 號

函 

抵押權因權利存

續期限及利息變

更應就變更部分

另行辦理設定登

記 

現行抵押權分為普通抵押

權及最高限額抵押權，利

息變更僅止於普通抵押權

時，有影響次順序抵押權

人之權益，而現行民法規

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採債

權最高限額說，利息之變

動不得逾越約定之最高額

度，對次順序抵押權人之

權益應無影響；另現行抵

押權已無存續期間之約

定，本函示規定已無法涵

蓋全部抵押權，爰擬停止

適用 

03-01-408
（A-392） 

同意停止

適用 

3 70.7.7 台（70）內地

字第 30062 號

函 

最高額抵押權

「權利存續期

限」之始期，可

依當事人之合意

自由酌定於契約

訂立日期之前 

現行抵押權已無存續期間

之約定，爰擬停止適用 
03-01-382 
（A-369） 

同意停止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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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0.8.8 台（70）內地

字第 30750 號

函 

抵押權因權利存

續期限及利息變

更申請登記，如

經次順位抵押權

人同意者，應准

以權利內容變更

登記方式為之 

現行抵押權分為普通抵押

權及最高限額抵押權，利

息變更僅止於普通抵押權

時，有影響次順序抵押權

人之權益，而現行民法規

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採債

權最高限額說，利息之變

動不得逾越約定之最高額

度，對次順序抵押權人之

權益應無影響；另現行抵

押權已無存續期間之約

定，本函示規定已無法涵

蓋全部抵押權，爰擬停止

適用 

03-01-408
（A-393） 

同意停止

適用 

5 71.3.4 台（71）內地

字第 67401 號

函 

抵押權因權利存

續期限及利息變

更申請登記，如

未經次順位抵押

權人同意，應自

行約定債權額，

另為抵押權設定

登記 

現行抵押權分為普通抵押

權及最高限額抵押權，利

息變更僅止於普通抵押權

時，有影響次順序抵押權

人之權益，而現行民法規

定之最高限額抵押權採債

權最高限額說，利息之變

動不得逾越約定之最高額

度，對次順序抵押權人之

權益應無影響；另現行抵

押權已無存續期間之約

定，本函示規定已無法涵

蓋全部抵押權，爰擬停止

適用 

03-01-408
（A-393） 

同意停止

適用 

6 74.9.12 台（74）內地

字第 328996
號函 

抵押權次序讓與

應以附記登記方

式為之，並應經

中間次序抵押權

人之同意 

土地登記規則第 116 條業

已修正，爰擬停止適用 
03-01-413 
（A-397） 

同意停止

適用 

7 79.6.4 台（79）內地

字第 8379600
號函 

促進產業升級條

例第 60 條規定

執行事宜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60條
業已修正，地政機關毋需

再為相關註記，爰擬停止

適用 

03-01-83
（A-078） 

同意停止

適用 

8 83.5.5 台（83）內地

字第 8379600
農地所有權人之

直系親屬或配偶

依內政部 93 年 11 月 2 日

內 授 中 辦 地 字 第

03-01-31 
（A-026） 

同意停止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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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 興建之農舍，地

政機關辦理建物

所有權第一次登

記時，登記簿註

記之記載例 

0930015211 號函准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 93 年 10 月 27
日農企字第 0930150054號
函釋規定，農業發展條例

89 年修正施行前興建之農

舍分屬不同人者，移轉已

不受限需移轉同一人，註

記無實質意義，爰擬停止

適用 
9 84.10.13 台（84）內地

字第 8482238
號函 

權利人住址資料

超出系統規範規

定之字數之處理

實務作業上已無字數限

制，超過位數另以程式處

理，爰擬停止適用 

03-01-10
（A-008） 

同意停止

適用 

10 84.11.16 台（84）內地

字第 8415016
號函 

有關土地登記規

則第 35 條、第

155 條之執行事

宜 

內容與現行土地登記規則

規定不符，爰擬停止適用 
03-01-580
（A-561） 

同意停止

適用 

11 85.4.6 台（85）內地

字第 8579041
號函 

農業區土地經政

府專案核准作為

公用事業設施使

用，依法先行辦

理變更為非耕地

後，再辦理所有

權移轉登記 

現行都市計畫農業區已非

屬耕地，不需變更非耕地

再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

爰擬停止適用 

03-01-337 
（A-321） 

同意停止

適用 

12 85.11.28 台（85）內地

字第 8510855
號函  

農舍與其基地分

屬不同所有權

人，申辦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

記，如農舍所有

權人切結證明文

件與申請書所蓋

印章相同者，免

附印鑑證明；至

於農地所有權

人，仍應檢附印

鑑證明 

內政部 85 年 1 月 9 日台內

地字第 8515920 號函已停

止適用，現無檢附切結書

之情形，爰擬停止適用 

03-01-137 
（A-127） 

同意停止

適用 

13 86.6.3 台（86）內地

字第 8605629
號函 

法院拍賣之工業

區、廠房，拍定

人持憑法院發給

之權利移轉證書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60條
業已修正，受理工業區所

有權移轉登記毋須經工業

區主管機關核准，爰擬停

03-01-91
（A-084） 

同意停止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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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移轉登記

時，無須再檢附

工業主管機關核

准之證明文件 

止適用 

14 86.11.18 台（86）內地

字第 8689449
號函 

修訂「土地登記

申請書」、「登記

清冊」、「土地、

建築改良物買賣

所有權移轉契約

書」、「土地買賣

所有權移轉契約

書」、「建築改良

物買賣所有權移

轉契約書」、「土

地、建築改良物

贈與所有權移轉

契約書」、「土地

贈與所有權移轉

契約書」、「建築

改良物贈與所有

權 移 轉 契 約

書」、「土地、建

築改良物交換所

有權移轉契約

書」、「共有土

地、建築改良物

所有權分割契約

書」、「土地、建

築改良物抵押權

設定契約書」、

「地上權設定契

約書」、「地役權

設定契約書」、

「土地、建築改

良物他項權利移

轉、變更契約

書」、「土地、建

築改良物典權設

定契約書」及「土

地、建築改良物

相關書表業已置於地政司

全球資訊網下載專區提供

下載使用，爰擬停止適用 

03-01-33
（A-027） 

同意停止

適用 



 

 95

信託（內容變更）

契約書」格式共

計十六種，自八

十七年一月一日

起使用 
15 87.6.3 台（87）內地

字第 8777559
號函 

國民住宅因信託

而為權利變更登

記，其受託人及

受益人以具備購

買國民住宅資格

者為限 

與內政部 93 年 6 月 2 日台

內營字第 0920086968號令

略以：「…該國民住宅若為

取得使用執照未滿 15年者

且其信託行為係以國民住

宅條例規定之出售、出

典、贈與或交換等法律關

係為之者，則其委託人應

符合『居住滿 1 年』之限

制；若該國民住宅為取得

使用執照滿 15 年以上者，

則不受上開規定限制。…」

不符，爰擬停止適用 

03-01-493
（A-482） 

同意停止

適用 

16 87.6.15 台（87）內地

字第 8706371
號函 

法定地上權設定

之權利範圍得由

當事人協議定之

民法第 876 條已明定，爰

擬停止適用 
03-01-370 
（A-358） 

同意停止

適用 

17 88.4.26 台（88）內地

字第 8804207
號函 

土地登記申請書

表用紙除依現行

規定採用八開模

造紙印製外，亦

得使用十六開或

Ａ４用紙雙面印

製 

登記申請書表可於地政司

全球資訊網自由下載使

用，並且以 A4 印製，爰擬

停止適用 

03-01-34
（A-028） 

同意停止

適用 

18 89.6.13 台（89）內中

地字第

8979594 號函 

農民團體、農業

企業機構或農業

試驗研究機構承

受耕地，如係因

法院拍賣原因，

無須檢具農業用

地作農業使用證

明書，惟仍應符

合農業發展條例

第 33 條及第 34
條之規定 

農業發展條例第 39條刪除

申請耕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應檢具農業用地作農業使

用證明書之相關規定，且

該條例第 33 條及第 34 條

業已明定農企團體承受耕

地事宜，爰擬停止適用 

03-01-340 
（A-324） 

同意停止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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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9.10.21 台（89）內中

地字第

8920372 號函 

一筆農業用地同

時簽訂契約移轉

為多人共有時，

得僅以其中一個

承買人申請之農

業用地作農業使

用證明書申辦該

筆土地移轉共有

之登記 

農業發展條例第 39條刪除

申請耕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應檢具農業用地作農

業使用證明書之相關規

定，爰擬停止適用 

03-01-342 
（A-325） 

同意停止

適用 

20 89.11.29 台（89）內中

地字第

8922046 號函 

耕地申辦信託登

記應受農業發展

條例第 31 條規

定之限制 

農業發展條例第 39條刪除

申請耕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應檢具農業用地作農

業使用證明書之相關規

定，土地登記規則第 101
條已配合刪除，爰擬停止

適用 

03-01-493
（A-482） 

同意停止

適用 

21 90.2.27 台（90）內中

地字第

9003286 號函 

法定代理人與其

未成年子女辦理

分割繼承，因涉

財產法上之自己

代理，應依民法

第 1094 條第 1
項規定定其法定

監護人，無待法

院之選定 

法定代理人與其未成年子

女辦理分割繼承，有涉財

產法上之自己代理時，應

依修正之民法第 1086條第

2 項規定由法院選任特別

代理人，爰擬停止適用 

03-01-129
（A-119） 

同意停止

適用 

22 90.3.8 台（90）內中

地字第

9003560 號函 

耕地設定典權及

其移轉登記時，

不需檢附農業用

地作農業使用證

明 

農業發展條例第 39條刪除

申請耕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應檢具農業用地作農

業使用證明書之相關規

定，爰擬停止適用 

03-01-377 
（A-365） 

同意停止

適用 

23 90.5.2 台（90）內中

地字第

9007052 號函 

非興辦工業人申

辦工業區土地及

其地上建物預告

登記應予受理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 60條
業已修正，受理工業區預

告登記及所有權移轉登記

毋經工業區主管機關核

准，爰擬停止適用 

01-01-339 同意停止

適用 

24 90.5.14 台（90）內中

地字第

9006787 號函 

直轄市縣（市）

不動產糾紛調處

委員會調處有關

土地法之不動產

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

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

辦法第 2 條已明定，爰擬

停止適用 

01-01-223
（B-027） 

同意停止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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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紛案件包含共

有物分割案件 
25 90.5.28 台（90）內中

地字第

9008023 號函 

耕地設定永佃權

登記時，免檢附

農業用地作農業

使用證明 

農業發展條例第 39條刪除

申請耕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應檢具農業用地作農

業使用證明書之相關規

定，爰擬停止適用 

03-01-104 
（A-095） 

同意停止

適用 

26 90.6.27 台（90）內中

地字第

9008341 號令 

關於未成年子女

與其父或母協議

分割遺產或未成

年子女所有之不

動產移轉或設定

負擔與其父或母

時，監護人之選

定事宜 

法定代理人與其未成年子

女辦理分割繼承，有涉財

產法上之自己代理時，應

依修正之民法第 1086條第

2 項規定由法院選任特別

代理人，爰擬停止適用 

03-01-130
（A-120） 

同意停止

適用 

27 90.11.20 台（90）內地

字第 9015658
號函 

經設定耕作權登

記後繼續自行經

營或自用滿五

年，於申請辦理

所有權移轉登記

時，仍應附農用

證明 

農業發展條例第 39條刪除

申請耕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應檢具農業用地作農

業使用證明書之相關規

定，爰擬停止適用 

03-01-342 
（A-327） 

同意停止

適用 

28 91.2.8 台內中地字第

0910002460-1
號函 

一般抵押權設定

登記，契約書內

填寫權利存續期

限者，勿須補正

及登載 

現行抵押權已無存續期間

之約定，抵押權設定契約

書並已配合修正，爰擬停

止適用 

03-01-413 
（A-396） 

同意停止

適用 

29 91.3.4 台內中地字第

0910002624
號函 

農業用地作農業

使用證明書得以

影本代替，但不

得於效期內由不

同人重複使用申

辦所有權移轉登

記 

農業發展條例第 39條刪除

申請耕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應檢具農業用地作農

業使用證明書之相關規

定，爰擬停止適用 

03-01-343 
（ A-096
、A-327） 

同意停止

適用 

30 91.8.1 台內中地字第

0910011957
號函 

申請人持憑農業

用地作農業使用

證明書申辦移轉

登記時，遇有不

可歸責於申請人

農業發展條例第 39條刪除

申請耕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應檢具農業用地作農

業使用證明書之相關規

定，爰擬停止適用 

03-01-344 
（A-328） 

同意停止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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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由，致未能

於該證明書有效

期間內辦理登記

完畢者，得由申

請人出具證明予

以扣除，倘仍未

超過有效期間六

個月，登記機關

則得予受理 
31 91.11.12 台內中地字第

0910018014
號函 

農業發展條例八

十九年一月二十

六日修正公布施

行前之耕地繼承

案件，以繼承標

的物抵繳應納稅

賦時，免檢附農

業用地作農業使

用證明書 

農業發展條例第 39條刪除

申請耕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應檢具農業用地作農

業使用證明書之相關規

定，爰擬停止適用 

03-01-344 
（A-329） 

同意停止

適用 

32 91.11.26 台內中地字第

0910016580
號令 

關於土地權利信

託登記之標的為

分別共有或公同

共有者，無土地

法第 34 條之 1
之適用 

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執

行要點第 3 點業已明定，

爰擬停止適用 

03-01-493 
（A-482） 

同意停止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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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函轉財政局為市地重劃區重劃後宗地第一次移轉時土地漲

價總數額之計算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政府財政局等 
97.8.18 北市地五字第 09705359100 號 

說 明：依奉交下內政部 97 年 8 月 12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8521 號函辦理並檢附該

部函及財政部函影本各 1 份。 
附件 1 
內政部函 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97.8.12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048521 號 
主 旨： 函轉財政部為市地重劃區重劃後宗地第一次移轉時土地漲價總數額之計算乙

案，請查照併轉知所屬。 
說 明： 依據財政部 97 年 8 月 6 日台財稅字第 09700241620 號函辦理（隨函檢附影本

乙份）。 
附件 2 
財政部函 內政部 

97.8.6 台財稅字第 09700241620 號 
主 旨： 市地重劃區重劃後宗地第一次移轉時土地漲價總數額之計算一案，復請 查

照。 
說 明： 

一、 復 貴部 97 年 4 月 2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0970723091 號函。 
二、 重劃後同一筆土地移轉時，如有不同時期取得之土地，其個別漲價總數額按比

例分擔扣抵重劃負擔總費用後，仍有剩餘時，建議得移列該筆其他不同時期取

得部分繼續扣除乙節，按土地稅法第 31 條規定，整筆土地於市地重劃後移轉，

如土地重劃費用大於漲價總數額者，其剩餘之重劃費用，並未准予移列扣除，

合先敘明。 
三、 次按 貴部 80 年 8 月 20 日台（80）內地字第 8074962 號函略以，重劃後土地

移轉，重劃費用從土地漲價總數額中扣除時，應按宗計算，不宜將前次移轉所

剩餘之重劃費用遞移至其餘土地。本部 70 年 5 月 13 日台財稅第 33814 號函釋，

改良後土地之增值，應及於整筆土地，故改良費用自應分攤於整筆土地面積，

應按改良土地總面積平均分攤，再依實際移轉部分之面積比例計算，自該移轉

部分土地之漲價總數額中扣除。又本部 84 年 9 月 21 日台財稅第 841647815 號

函釋及 88 年 6 月 21 日台財稅第 881922290 號函釋亦有相同規定。本於「相類

似之案件，應為相同之處理」之法理，本案漲價總數額之計算，似宜按土地所

有權人之各時期取得面積比例扣抵重劃費用，尚不宜認有剩餘而可移轉至該筆

其他不同時期取得部分繼續扣抵，俾符合本法規定意旨。 
四、 重劃後實際分配之土地有增配情形者，增配部分於計算漲價總數額時，建議不

宜計扣負擔總費用乙節，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實際

分配之土地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繳納差額地價……」增配之土地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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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係重劃後分配時，另行以繳納差額地價方式取得之土地，取得之所有權人並

未以該增配之土地參與重劃開發之改良行為，與土地所有權人以其所有土地參

與重劃致負擔重劃費用之情形不同，故取得該增配土地再移轉時，不宜計扣負

擔總費用，本部贊同 貴部意見。 
 

有關本市北投區○○段○○小段 375 地號等 7 筆土地合併，土地所

有權人李○○合併前後價差超過參與合併土地其合併前土地現值

最低者，應否申報移轉現值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士林地政事務所 
97.8.29 北市地二字第 09706458600 號 

說 明： 
一、 依交下內政部 97 年 8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37684 號函轉財政部 97 年 8 月

18 日台財稅字第 09700314600 號函辦理，及本處 97 年 2 月 19 日北市地二字第

09730392400 號函續辦。 
二、 本案業經財政部首揭號函示有關兩宗以上所有權人不相同之土地合併後，各共

有人合併前後應有部分價值相差均在 1 平方公尺單價以下者，免予申報移轉現

值，有關 1 平方公尺單價之計算，係以參與合併土地合併前公告現值單價最低

者為準。故本案依規定應由當事人先向稅捐稽徵機關提出現值申報，並繳納土

地增值稅後始可受理登記，惟本案未附有土地增值稅繳納證明及協議書等資

料，請查明處理惠復。 
附件 
財政部函 內政部等 

97.8.18 台財稅字第 09700314600 號 
主 旨： 兩宗以上所有權人不相同之土地合併後，各共有人合併前後應有部分價值相差

均在 1 平方公尺單價以下者，免予申報移轉現值，有關 1 平方公尺單價之計算，

係以參與合併土地合併前公告現值單價最低者為準，請 查照。 
說 明：  

一、 依據內政部 97 年 6 月 17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00946 號函辦理。 
二、 本部 80 年 3 月 5 日台財稅第 800083826 號函自本函發布之日起廢止。 
三、 本部 87 年 7 月 24 日台財稅第 871956391 號函中「如經查明各共有人合併前後

應有部分價值相等或相差在合併後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1 平方公尺單價以下者」

文字修正為「如經查明各共有人合併前後應有部分價值相等或相差均在公告土

地現值 1 平方公尺單價以下，依規定得免申報移轉現值者」。 
四、 本部 92 年 1 月 14 日台財稅字第 0910456670 號令中「分割、合併後當期」文

字刪除。 
 
 



 

 101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函為執行機關因國稅租稅債權執行被繼承人之

不動產，國稅局代辦繼承時，函請該處核發同意移轉證明書，依財

政部 97 年 6 月 2 日台財稅字第 09700091800 號令規定，該處所屬

分處得核發同意移轉證明，並檢附樣張 1份乙案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 
97.8.26 北市地一字第 09732141500 號 

說 明： 
一、 依臺北市稅捐稽徵處 97 年 8 月 22 日北市稽財甲字第 09731525300 號函辦理，

並檢送該函及其附件影本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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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一科。。 
附件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97.8.22 北市稽財甲字第 09731525300 號 
主 旨： 執行機關因國稅租稅債權執行被繼承人之不動產，國稅局代辦繼承時，函請本

處核發同意移轉證明書乙案，依財政部 97 年 6 月 2 日台財稅字第 09700091800
號令規定，本處所屬分處得核發同意移轉證明，檢附樣張乙份，請 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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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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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第 4點、第 5點、第 6點規定，業經

內政部 97 年 8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32202 號令修正發布，茲

檢送發布令（含附件）乙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97.8.27 北市地資字第 09706453600 號 

說 明： 
一、 依內政部 97 年 8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322022 號函及臺北市政府公報編輯

發行作業要點第五點規定辦理。 
二、 副本抄送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 1 
內政部書函 行政院公報編印中心 

97.8.21 台內地字第 09701322022 號 
主 旨： 「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5 點、第 6 點規定，業經本部於 97

年 8 月 21 日以台內地字第 0970132202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含附件）

1 份，請 查照。 
附件 2 
內政部令 

97.8.21 台內地字第 0970132202 號 
修正「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規定，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規定 

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五點、第六點修正規定 

四、資料提供機關申請登錄參考檔，應檢附申請書（如格式一），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資料提供機關為中央部會、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者，逕向土地或建物所在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登錄。 
（二）資料提供機關為中央各部會所屬機關者，由其上級機關核轉土地或建物所在直

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登錄。 
（三）資料提供機關為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所屬機關及鄉（鎮、市、區）公所者，

逕向土地或建物所在直轄市或縣（市）政府申請登錄。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申請後，應檢視資料提供機關選用之土地參考事項類別

代碼，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資料提供機關選用之現有土地參考事項類別與申請登錄內容性質相符者，應將

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通知資料提供機關。 
（二）資料提供機關選用之現有土地參考事項類別與申請登錄內容性質不符者，直轄

市、縣（市）政府應逕行選用適當之現有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將土地參考

事項類別代碼通知資料提供機關。無適當之現有土地參考事項類別者，直轄市、

縣（市）政府應向內政部申請增訂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後，將土地參考事項

類別代碼通知資料提供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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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政部依前項第二款規定增訂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時，應通知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 
五、資料提供機關接到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通知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後，應將土地

或建物資訊按照參考檔建檔格式（如格式二）以地政事務所為單元完成建檔後，備

文以磁性媒體或電信網路傳輸方式，並檢附直轄市或縣（市）政府通知文件影本，

送請土地或建物所在地政事務所轉入參考檔資料庫。 
六、參考檔經建置完成後，其參考事項內容有新增、變更或刪除之必要時，應由原資料

提供機關備文檢具以地政事務所為單元之更新資料（包含前次所送資料未異動部分

及本次異動部分），以磁性媒體或電信網路傳輸方式送請土地或建物所在地政事務所

辦理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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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一           土地參考資訊檔登錄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參考事項類別： 代碼
 

(建議新增參考事項類
別者，此欄免填) 

參考事項資訊鍵值：□地號 □建號  

土地(建物)所在直轄市或縣(市)： 

法令依據： 

登錄內容概述： 

現行公開方式： 

資料異動周期：□定期   ______________（請填寫異動周期） 

       □不定期 

備註 

本機關申請登錄於土地參考資訊檔之公示資料，確無違反電腦處理

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規定，如土地(建物)權利

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參考檔內容有疑義或因涉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

法或政府資訊公開法而生爭議者，由本機關負責處理。 

資料提供機關： 
機關
代碼

          

機關地址：（   ） 

聯絡人姓名： 電話：（ ） 

電子信箱： 傳真：（ ） 

填表人 科(組)長 業務主管 機關首長 

    

注意事項： 
一、填寫本申請書前，請先詳閱填寫說明。 
二、同一資料提供機關如前已登錄其他參考事項者，本次再申請登錄，於接到直轄市、

縣(市)政府依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第四點第二項規定之通知後，應注意所建檔
之資料應整合原參考事項資料及本次新增之參考事項資料，再依該作業要點第五點
規定整批送請地政事務所轉入參考檔資料庫，以避免原登錄之參考事項資料被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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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參考資訊檔登錄申請書填寫說明： 

1. 「參考事項類別」及「代碼」欄：按申請登錄參考檔內容之性質，選用性

質相類之現有土地參考事項類別及其代碼。如無適當之現有類別者，請

填寫建議新增之類別名稱，至代碼部分則免予填寫。 

2. 現有土地參考事項類別代碼表，請於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站

(http://www.land.moi.gov.tw)內查詢。 

3. 「參考事項資訊鍵值」欄：申請登錄參考檔之參考事項資料內容係與土地

有關之事項，請勾選地號；係與建物有關之事項，請勾選建號；如與土

地及建物均有關，請二者均勾選。 

4. 「土地(建物)所在直轄市或縣(市)」欄：填寫申請登錄參考檔之參考事項

資料所在土地或建物之直轄市或縣(市)別。 

5. 「法令依據」欄位：填寫擬登錄之參考事項資料得予公示之法令依據，如

無法令依據，請填「無」。 

6. 「登錄內容概述」欄：摘要敘明擬登錄於參考檔資料庫之參考事項資料內

容。 

7. 「現行公開方式」欄：就申請登錄參考檔之參考事項資料，其現行採行之

公開方式說明。 

8. 「資料異動周期」欄：勾選申請登錄參考檔之參考事項資料異動周期，如

為定期異動，請填寫異動周期。 

9. 「備註」欄：資料提供機關應表明所提供之土地(建物)資料未違反電腦處

理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之規定，並注意土地(建物)

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對參考檔內容有疑義或因涉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

法或政府資訊公開法而生爭議者，應由資料提供機關負責處理。 

10. 「資料提供機關」欄：填寫申請登錄參考檔（即參考檔資料來源）之機

關名稱。 

11. 「機關代碼」欄：填寫資料提供機關代碼，其代碼請參照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所編訂之機關代碼填寫。 

12. 「機關地址、聯絡人姓名、電話、電子信箱、傳真」欄：填寫資料提供

機關之地址、聯絡人姓名、電話號碼、電子信箱、傳真號碼。 

13. 申請表請逐級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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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二  

土地參考資訊檔建檔格式(資料集) 

資料 
資料項編號 資料名稱 

屬性 位數 
說   明 

RA01 直轄市或縣(市) 文數字 1 代碼 

RA02 鄉（鎮/市/區） 整數 2 代碼 

RA03 段（小段）號 整數 4 代碼 

RA04 地號母號 整數 4  

RA05 地號子號 整數 4  

RA06 建號母號 整數 5  

RA07 建號子號 整數 3  

RA08 參考事項類別 文數字 2 代碼 

RA09 參考事項內容 文數字 2000  

RA10 原因發生日期(年) 整數 3  

RA11 原因發生日期(月) 整數 2  

RA12 原因發生日期(日) 整數 2  

RA13 資料提供機關(單位) 文數字 10 代碼 

RA14 查詢電話 文數字 20  

RA15 電子信箱帳號 文數字 30  

RA16 地政事務所所別 文數字 2 代碼 

RA17 公文收文號 文數字 40 

RA18 建檔日期（年） 整數 3 

RA19 建檔日期（月） 整數 2 

RA20 建檔日期（日） 整數 2 

指參考檔資料轉入本

系統資料庫之公文收

文字號及日期，資料提

供機關建檔時無須填

載，由程式自動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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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一、為使鍵入標的資料正確，有關直轄市或縣(市)、鄉(鎮/市/區)

及段(小段)代碼，在建檔前請先於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站

(http://www.land.moi.gov.tw)內查詢或逕向土地(建物)所

在地政事務所洽詢。 

二、資料各欄位間應以半形逗號分隔，不同資料錄應換行登錄。 

三、各欄位資料不可用雙引號包裹，且每一欄資料內不可有半形逗

號，應用全形逗號。 

四、參考事項內容不得為空值。 

五、資料提供機關（單位）代碼請參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所編訂之

機關（單位）代碼（如內政部：301000000A，臺中市文化局：

37659310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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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轉內政部 94 年 8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0940070254 號、96 年 8 月

1 日台內地字第 0960116350 號及 95 年 3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0950050264 號等 3號函（如附件），自「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

97 年 8 月 21 日修正發布之日起停止適用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等 
97.8.29 北市地資字第 09706453700 號 

說 明： 
一、 依內政部 97 年 8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322023 號函辦理，並檢附上開函及

其附件影本 1 份。 
二、 副本抄送本處秘書室（請刊登地政法令月報）。 

附件 
內政部函 行政院法規委員會等 

97.8.21 台內地字第 09701322023 號 
主 旨： 本部 94 年 8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0940070254 號、96 年 8 月 1 日台內地字第

0960116350 號及 95 年 3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0950050264 號等 3 號函（如附件），

自「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97 年 8 月 21 日修正發布之日起停止適用，請

查照。 
說 明：  

一、 依據本部 97 年 7 月 15 日召開研商土地參考資訊檔之參考事項類別代碼編定及

修正「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相關會議結論辦理。 
二、 「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第 4 點、第 5 點及第 6 點規定，業經本部 97 年 8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0970132202 號令修正發布，旨揭 3 號函因已整理納入該作

業要中，應予停止適用。 
內政部函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等 

94.8.22 台內地字第 0940070254 號 
主 旨： 訂定「土地參考資訊檔登錄申請書」格式乙種（如附件），請查照轉行。 
說 明： 

一、 為建立土地參考資訊檔，以利各級政府機關建置與土地（建物）有關之資訊，

提供相關機關及社會大眾參考使用，並達到土地（建物）資訊單一窗口服務之

功能，本部業以 94 年 6 月 24 日台內地字第 0940077466 號函訂定「土地參考

資訊檔試辦作業要點」，並以臺北市、臺中市及嘉義縣為試辦地區在案。其中

上開作業要點第 4 點已規定向本部申請登錄參考檔之程序，並於該點第 2 項規

定：「內政部受理申請後，賦予參考檔之參考事項類別代碼，並通知資料提供

機關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先予敘明。 
二、 為利參考檔申請作業之進行，爰訂定「土地參考資訊檔登錄申請書」格式乙種，

貴管業務擬申請登錄土地資訊參考檔者，請依規定程序及上開申請書格式提出

申請。 
內政部函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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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8.1 台內地字第 0960116350 號 
主 旨： 修正「土地參考資訊檔登錄申請書」格式乙種（如附件），請查照轉行。 
說 明： 

一、 基於有關機關要求註記於土地登記簿之事項日趨繁多，惟考量該等非涉及物權

公示性之土地（建物）資料不宜登載於土地（建物）登記簿內，而為便利各級

政府機關建置有關土地法規定應登記事項以外與土地或建物有關之資訊，以供

相關機關及社會大眾參考使用，並提升政府資訊服務效率，達到土地（建物）

資訊單一窗口服務之功能，本部於 94 年 6 月 24 日訂定「土地參考資訊檔試辦

作業要點」，自該日開始試辦。另為利各級政府機關申請登錄土地參考資訊檔

（以下簡稱參考檔）作業之進行，並以 94 年 8 月 22 日台內地字第 0940070254
號函訂定上開申請書，先予敘明。 

二、 因參考檔試辦作業期間屆滿，本部已以 96 年 6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0960093996
號令訂定「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並自 96 年 7 月 11 日正式推行參考檔

作業。配合該要點第 2 點第 2 項及第 8 點第 2 項規定，爰修正上開申請書「備

註欄」及填寫說明第 8 點之內容，增訂資料提供機關於申請登錄參考檔時，應

表明所登錄於參考檔之公示資料，確無違反政府資訊公開法第 18 條規定，及

因涉政府資訊公開法而生爭議時，由資料提供機關負責處理等事項。 
三、 另參考檔之建立，為政府資訊提供另一公開之管道，惟目前對於各級政府機關

是否將所管資訊建置於參考檔資料庫，並未予強制，故參考檔內之相關資訊仍

待各級政府機關主動提供建置。為期發揮參考檔功能，貴機關如管有與土地或

建物有關資訊而非屬土地登記應登記之事項，擬提供各機關及民眾查詢參考使

用者，請多加利用參考檔作業。相關申請登錄參考檔之程序，請參閱本部訂定

之「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並填寫本申請書向本部提出申請。 
四、 隨文檢送旨揭申請書及「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各乙份。 

內政部函 臺中市政府 
95.3.27 台內地字第 0950050264 號 

主 旨： 關於貴府申請將貴市之「土地使用分區」資訊登錄於土地參考資訊檔乙案，復

請查照。 
說 明： 

一、 復貴府 95 年 3 月 16 日府地籍字第 0950049804 號函。 
二、 查本部訂頒之「土地參考資訊檔試辦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參考檔申請登

錄程序如下：…。內政部受理申請後，賦予參考檔之參考事項類別代碼，並通

知資料提供機關及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係為齊一參考事項類別名稱，

並予分類管理。某參考事項如業經有關機關（單位）申請登錄，並經本部賦予

該參考事項類別之代碼，嗣後他機關擬就同一參考事項申請登錄，免再經申請

登錄之程序，得逕以本部已賦予該參考事項之代碼，依上開作業要點第 5 點規

定纣土地（建物）參考資料按照參考檔之建檔格式，以磁性媒體或網路傳輸方

式提供土地（建物）所在地政事務所轉入參考檔資料庫。經查本案申請登錄之

「土地使用分區」參考事項，前業經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申請登錄，並經本

部 94 年 10 月 19 日台內地字第 0940013839 號函同意辦理，賦予該參考事項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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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代碼為「B1」，該函副本已抄送貴府在案，故本案請貴府逕以參考事項類別

代碼「B1」登錄，並依上開試辦作業要點之第 3 點、第 5 點至第 8 點之規定辦

理。 
三、 另依上開作業要點第 5 點之附件「土地參考資訊檔建檔格式（資料集）」附註

第 3 點規定：「資料提供機關（單位）代碼請參照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所編訂之

機關（單位）代碼…。」本案貴府前開函送「土地參考資訊檔登錄申請書」所

載資料提供機關名稱為「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機關代碼為「376590000A」，

惟查該機關代碼於行政院人事局所編訂之機關（單位）代碼係屬「臺中市政

府」，並非「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且查於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所編訂之機關

（單位）代碼中亦無「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之代碼。因目前本部所開發之

土地參考資訊檔系統，其中有關資料提供機關之代碼係以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所

訂之機關（單位）代碼予以管理，本案參考事項之資料提供機關名稱請貴府於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訂定之機關代碼前提下再予審酌。 
 

修訂「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暨所屬所隊電腦軟硬體使用管理要點」及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暨所屬所隊電腦機房管理要點」，並自即日起

實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函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所屬各所隊 
97.8.19 北市地資字第 09731499200 號 

說 明： 
一、 依本處 97 年 7 月 29 日北市地資字第 09731498500 號函續辦，並檢附旨揭要點

及其修正對照表計四份。 
二、 副本抄送臺北市議議會、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 

 
附件 
中華民國 84 年 8 月 22 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北市地資字第 84031456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95 年 3 月 17 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北市地資字第 09530758300 號函修正（原名

稱：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暨所屬各所隊個人電腦軟、硬體使用管理要點） 
中華民國 96 年 5 月 23 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北市地資字第 096310064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19 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北市地資字第 09731499200 號函修正（原名

稱：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暨所屬各所隊電腦軟硬體使用管理要點）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暨所屬所隊電腦軟硬體使用管理要點 

 
一、為有效管理本處暨所屬所隊之電腦軟、硬體有關設備，並建立標準作業程序，特訂

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軟體，係指使用電腦設備之系統、程式或資料，所稱硬體，係指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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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電腦、印表機、網路設備、相關週邊設備及筆記型電腦、隨身碟、記憶卡、PDA
等可攜式設備等設施。 

三、本處及所、隊各機關對於電腦軟、硬體相關設施應各自分別管理，為確立權責劃分

及系統正常運作，其專責單位分派如下： 
（一）本處由資訊室負責督導。 
（二）各地政事務所由第三課負責督導。 
（三）土地開發總隊由秘書室負責督導。 

四、各機關應設伺服器管理及個人電腦管理等人員，並相互配合支援。 
（一）伺服器管理人員：負責伺服器管理、軟硬體建置及網路連線設施等，其工作如

下： 
1. 負責網路作業系統、應用軟體之建立與管理。 
2. 連接週邊設備及軟硬體之配置、測試。 
3. 依應用系統連線作業使用者申請單、授權表，分別建立使用者名稱、密碼及設

定系統使用權限。 
4. 分析各項問題及效率評估，並提出具體改進方案，以推動辦公室自動化。 
5. 負責連絡並協助廠商維修工作事宜，並蒐集其處理過程，呈專責單位核閱。 
6. 定期檢閱控制臺日誌，對於不正常之訊息應協調有關人員研究，採取必要之措

施，並作成工作日誌，呈專責單位核閱。 
7. 須經常注意作業之進行之狀況、控制臺之訊息與回應及各項設備之運轉情形，

如有異常，即予以記錄，並作適當之處理。 
8. 定期做伺服器資料備援。 

（二）個人電腦管理人員：每一科（課）、室指派專人負責與伺服器管理人員連繫，並

負責個人電腦管理及協助同仁使用，其工作如下： 
1. 協助伺服器管理人員之軟硬體建置與測試，並推廣至同仁使用。 
2. 指導同仁使用軟硬體之操作程序，並做資料備援。 
3. 指導同仁填寫各應用系統權限申請表，並督促同仁定期更新通行密碼事宜。 
4. 解決同仁使用上各項問題，若無法排除問題，儘速連絡伺服器管理人員作適當

之處理。 
5. 不得任意變更或修改各項作業進行之步驟及環境設定。 

五、各機關對於電腦軟、硬體、網路、可攜式設備（包括筆記型電腦、隨身碟、記憶卡、

PDA 等可攜式設備）應注意下列安全措施： 
（一）硬體： 

1. 伺服器應儘量設置在電腦機房或封閉式空間。 
2. 應依有關規定，設立財產登記簿並詳細記明機器型別、位置、保管人、使用人

以及其它重要特徵，如有任何修正及異動亦隨時修訂之。 
3. 對電腦設備，應注意天然災害及其他意外災害之防護。 
4. 應定期維護並愛惜使用。 
5. 電腦設備及儲存媒體之攜出及借用應依「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暨所屬各地政事務

所電腦機房管理要點」及其他相關規定管理並予記錄備查。 
6. 未經授權不得私自拆裝公務個人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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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軟體： 
1. 應使用合法版權之軟體。 
2. 原版軟體於硬碟裝設後，必要時應備援二、三份併同交專人保管及注意保養。 
3. 各單位應注意個人電腦病毒防治方法（詳如附錄一），防止被外人盜錄，並預

防感染病毒。 
4. 電腦應設定螢幕保護程式密碼且最長時間以 15 分鐘內啟用保護，防止被外人

使用。 
（三）資料： 

1. 重要或具機密性資料之輸出入操作，均應經使用者識別碼、通行碼驗證通過，

以便管制。 
2. 電腦設備所輸出具機密性報表，應依有關規定區分機密等級辦理。 
3. 對於儲存各項機密資料或程式之磁碟、光碟片、磁片等媒體，應由專人保管。 
4. 對於需要長期保管或重要檔案之備份媒體，應使用專用防火或保險設備之異地

存放。 
（四）網路： 

1. 對電腦使用者使用網路設備及檔案，應先檢核其使用代碼，使用階層及授權等

級。 
2. 經授權之使用者，應賦予識別碼及通行碼，以管制人員使用，各項代碼應定期

更換。 
（五）可攜式設備： 
   可攜式電腦設備應避免與機關外之媒體設備進行資料傳輸及交換，若因業務需

要讀取外來儲存媒體時，應先行掃瞄確認該儲存媒體無存在病毒後再行使用。 
六、各機關同仁使用個人電腦時，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單位同仁使用磁片、光碟片、隨身碟、抽取式磁碟機等設備前，偵測前開設備

有無病毒。 
（二）使用個人電腦及週邊設備之預防保養（詳如附錄二）。 
（三）未經授權不得私自拆裝公務個人電腦。 
（四）不得私接個人電腦設備於公務網路上。 
（五）個人電腦之各項設備，不得作為業務外之使用及擅自安裝使用未經授權之應用

軟體。 
（六）如有使用上任何問題，請儘速連繫單位內個人電腦管理人員作適當之處理。 

七、各所、隊得視需要成立查核小組查核機關內個人電腦相關設備之使用、配置及資訊

檔案管理等情形，本處並得不定期前往各所、隊實地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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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個人電腦病毒防治方法 

一、一般注意事項： 
（一）尊重智慧財產權，使用原版合法軟體，不使用盜拷或來路不明軟體。 
（二）使用新軟體應先經隔離測試檢查，確認無毒後才可放入系統中。  
（三）避免以公用機器複製資料。 
（四）平時磁片若不存入資料或變更資料內容時，需鎖住防寫口，以減少病毒感染機

會。 
（五）將資料與程式分開備份儲存，以免感染病毒時無法補救。 
（六）無毒之系統開機磁片應複製二、三份，並貼上防寫貼紙，以便系統有問題時能

重新啟動作業。 
（七）購置偵測病毒及解毒程式。惟因目前之防毒軟體及解毒程式只對已出現之病毒

有效，對新產生之病毒則無法有效遏止及治療，故應注意更新病毒碼，以加強

預防。 
二、簡易辨識方式： 

（一）隨時注意程式執行檔之檔案長度、建檔日期等資料，是否有異常現象。  
（二）系統執行時其運作速度是否突然下降。 
（三）檔案未經刪除而無故消失。 
（四）螢幕出現奇怪的畫面或消失不見。 
（五）磁碟機存取 I/O 動作改變。   
（六）電腦運作時發出異常的音樂聲響。 
（七）系統經常無故當機或無法啟動。   
（八）檢查網路負載是否異常。 
（九）未使用之埠是否出現異常連線。 

三、解毒處理方式： 
（一）電腦中毒，最好立即拔除網路連線。 
（二）利用各種偵毒程式找出病因，對症下藥，進行解毒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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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個人電腦及相關設備之預防保養措施 

一、電腦之預防保養： 
（一）個人電腦應放置於通風良好的地方操作。 
（二）應使用電腦專用電源插座及延長線。 

二、印表機之預防保養： 
（一）印表機應放置於較涼爽的地方操作。 
（二）在列印途中，請勿突然關閉電源，須按照使用手冊之程序中斷列印。 
（三）列表機上勿放置重物或重壓。 
（四）處理夾紙或安裝耗材時，請仔細閱讀操作程序。 
（五）經常保持列表機的清潔。 
（六）耗材不堪使用時，應予以更換。 
（七）雷射印表機遇夾紙無法自行處理時，務必關閉電源,避免因夾紙又高溫易造成火

警。 
三、磁碟機之預防保養： 

（一）磁碟機應儘量防靜電、防震盪、防塵垢侵入。 
（二）磁頭應定期以清潔片、清潔液清洗。 

四、磁片或光碟片之預防保養： 
（一）磁片不用時，應立即置入封套中，取磁片時宜拿磁片之上端。 
（二）磁片不寫入資料時，應貼上或鎖住防寫口，以免資料受損。 
（三）磁片或光碟片不得暴露於陽光下，應禁止接觸磁性物體且重物不得置於磁片 

上，彎翹不平、皺折和損毀之片均不得使用。 
（四）磁片或光碟片上禁止用鉛筆寫字或迴紋針、釘書針夾在上面，以免損壞磁片或

光碟片。 
（五）磁片黏有橡皮屑、指印或沾灑墨汁等，絕不可抹擦磁片之表面，應予作廢。  

五、網路設施之預防保養： 
（一）電腦網路接線盒不得任意放置於地板之上，以免清潔打臘時臘水或塵土之污染。 
（二）各單位使用之網路集線器等，於例假日或下班時應注意關閉電源。 
（三）各單位於搬動電腦設備及桌椅時，應注意避免拉（壓）斷連接電腦 之網路線。 

六、新增隨身碟之預防保養：： 
  隨身碟使用完竣後應正常退出後始可從個人電腦上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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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81 年 1 月 15 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北市地資字第 49416 號函訂頒 
中華民國 85 年 12 月 3 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北市地資字第 85137812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88 年 10 月 13 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北市地資字第 8822410901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4 年 3 月 22 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北市地資字第 094307182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6 年 5 月 23 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北市地資字第 096310064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19 日臺北市政府地政處北市地資字第 09731499200 號函修正（原名

稱：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暨所屬各地政事務所電腦機房管理要點）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暨所屬所隊電腦機房管理要點 
 
一、為確保本處暨所屬所隊電腦機房安全及有效應用電腦有關設備，並建立標準作業程

序，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處暨所屬所隊電腦機房之主機及週邊設備相關設施，本處由資訊室，各所由第三

課、土地開發總隊由秘書室分別負責管理，並應作成機房工作日誌（附件一），每日

陳核。 
三、為維護電腦設備及資料之安全，電腦機房管理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應定期用電安全檢查，以確保機房之安全。 
（二）電腦機房之各項設備，不得作為業務外使用，非機房管理人員或非經授權人員

禁止操作。 
（三）不得使用未經申請核准之電腦設備。 
（四）電腦機房應安裝門鎖（或刷卡機），並加裝監視器錄影，拍攝之錄影帶指定專人

妥為保管備查，以維護機房安全。 
（五）凡進出電腦機房人員均需填寫「電腦機房人員進出管制簿」（附件二），外賓進

入機房參觀，須經主管或被授權者同意後，由機房管理人員引導陪同出入。 
（六）機房內應設空調設備及安裝防火、防曬、防濕、防塵設備且隨時注意室溫及溼

度，若發覺異常應即刻處理。 
（七）機房內應嚴禁煙、禁食。 
（八）機房內應嚴禁震盪等不當撞擊力。 
（九）機房內嚴禁存放易燃物及未經核准之電器或其它物品。 
（十）機房環境之維護應保持整齊清潔，並避免堆放雜亂物品。 
（十一）作業中如遇電腦主機故障或緊急事故（如火警）等突發事件，應立即中止作

業，切斷電源，作適當處理，並應通報本處及其他各所。 
（十二）機房內消防設備（或滅火器）之位置應明顯並熟悉其操作方法。如遇火警應

設法加以撲滅，並迅速通知有關單位。 
（十三）機房內應嚴禁非機房管理人員逗留。 
（十四）機房內應設置電腦作業相關業務單位或廠商之電話聯絡表，以利作業聯繫。 
（十五）應設置網路防火牆，並設定安全規則以區隔內外網路服務之使用層級。 
（十六）各伺服器及網路防火牆應留有紀錄（最少一年），機房管理人員應定期檢視。 

四、電腦機房內設備應詳列資訊及網路設備管理清冊（附件三），並注意下列事項： 
（一）設備之配置，非經課（股）長以上主管之同意，不得任意變動其位置。 



 

 117

（二）設備配置增減異動時，應經課（股）長以上主管之同意後辦理。 
（三）各項設備應備有操作說明，檢修及維護均應作成紀錄。 
（四）機房管理人員應確實追蹤電腦廠商辦理定期性之設備維護工作。 
（五）遇有機器故障無法排除時，應儘速通知廠商維修並記錄時間。 
（六）機房管理人員異動時，應就清冊詳加點驗，各項操作說明及維護記錄並應列入

移交。 
五、有關作業系統及資料檔案管理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作業系統、應用系統及資料庫，應定期執行備援工作及清理檔案，以免意外發

生或檔案過大時，無法執行作業。 
（二）廠商機器維護人員因業務需求操作控制台時，應由機房管理人員陪同並在日誌

上敘明工作內容，始可操作執行。 
（三）各地政事務所每日作地籍資料庫備援，並保留一星期。備份磁帶應至少備份兩

份，一份存放事務所內，一份指派專人送交地政處簽收保管。 
（四）其他機關或其他單位因業務需求向本處或各地政事務所申請提供相關地籍資料

時，資料管理人員應於該機關首長同意後，方可進行作業。 
（五）廠商須以遠端登入方式進行系統維護時，由地政處受理申請並審核。 

六、地政整合系統或其他重要加值應用系統，依下列原則管理： 
（一）未經主管同意，機房管理人員不得任意維護更新。 
（二）系統程式之變更，應由地政處統籌規劃。 
（三）任何系統程式之變更或增加，應將下列事項通知作業人員知悉。 

1.開始啟用之日期。 
2.連繫人員。 
3.使用者注意事項。 

七、對於媒體管理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機房管理人員應依廠商提供明確文件，定期清理磁碟空間。 
（二）機房管理人員使用儲存媒體後，應記錄使用情形於備援磁帶記錄表（附件四）、

磁帶管制清單（附件五）及媒體交換簽收簿（附件六）。 
（三）如需攜帶儲存媒體進出機房時應予登記備查。 
（四）儲存媒體應設置專櫃保管，除機房管理人員外，其他人員非經同意不得取用，

並應登記備查。 
（五）機房管理人員應每年清理已逾保存年限或不堪使用之儲存媒體，並於消磁或實

體破壞後依廢棄物清理規定處理。 
（六）電腦機房內之儲存媒體應依統一規定，編號管理。 

八、各地政事務所及土地開發總隊電腦機房設備發生異常，作業無法運作時，應即報告

主管，並通知地政處資訊室及其他地政事務所，必要時並通知網路便民服務負責廠

商。 
九、產製大量資料（如統計表報）、資料備援或產製各類清冊檔案，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應訂定標準作業程序，據以執行。 
（二）預估處理時間，並避免於尖峰時間處理。 

十、電腦機房使用之各類管理簿冊，應妥善保管，以備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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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機   房  工  作  日  誌 
（2）一般狀況            （1）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時 間 狀  況  說  明 處  理  說  明 

   

   

   

   

   

   

   

（3）機器故障 

機  號 故  障  情  形 處  理  情  形 故障時間 修復時間

     

     

     

（4）停電記錄 

停電時間 復電時間 說          明 

   

   

（5）交代事項 

交代者 執  行  項  目 說          明 

   

   

   

（6）開關機時間 

 開機時間  主機操作 

人員姓名  關機時間  

網路管理 

人員姓名 
 

股  長 

(課  長)
 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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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地  政  處  每 日 作 業 準 備 檢  查 表 
日期：  年  月  日(星期     ) 

序 檢查項目 檢查方法 結果 說明 

1   □正常 □異常  

2   □正常 □異常  

3   □正常 □異常  

4   □正常 □異常  

5   □正常 □異常  

6   □正常 □異常  

7   □正常 □異常  

8   □正常 □異常  

9   □正常 □異常  

10   □正常 □異常  

11   □正常 □異常  

12   □正常 □異常  

13   □正常 □異常  

14   □正常 □異常  

15   □正常 □異常  

16   □正常 □異常  

17   □正常 □異常  

18   □正常 □異常  

19   □正常 □異常  

20   □正常 □異常  

21   □正常 □異常  

22   □正常 □異常  

23   □正常 □異常  

24   □正常 □異常  

25   □正常 □異常  

26   □正常 □異常  

27   □正常 □異常  

28   □正常 □異常  

29   
□正常 □異常 

溫度： 

濕度： 

   □正常 □異常  

查檢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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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                   ) 電腦機房人員進出管制簿 

進出時間 
日  期 服務單位 姓     名 事         由 

入 出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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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資訊及網路設備管理清冊 

      更新日期：﹍﹍年﹍月﹍日 

項

次 
設備名稱 規格型號 作業系統 IP 網路卡號 安裝啟用日期 備註

1 個人電腦 XXX WIN2000 XX.XX.XX.XX XX-XX-XX-XX-XX-XX XXXX/XX/XX（範例）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製表人：    課長：    秘書：    主任：   
        (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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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地政整合系統備援磁帶記錄表 
年度：    年 

 月份  月份 
日期 磁帶編號 備註 日期 磁帶編號 備註 

1    1    
2    2    
3    3    
4    4    
5    5    
6    6    
7    7    
8    8    
9    9    

10    10    
11    11    
12    12    
13    13    
14    14    
15    15    
16    16    
17    17    
18    18    
19    19    
20    20    
21    21    
22    22    
23    23    
24    24    
25    25    
26    26    
27    27    
28    28    
29    29    
30    30    
31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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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台北市    地政事務所磁帶管制清單 

種類： 

磁帶編號 啟用日期 報廢日期 儲存櫃 用     途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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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台北市     地政事務所媒體交換簽收簿 

磁帶編號 資 料 名 稱 及 日 期 交換日期 簽收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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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暨所屬所隊電腦軟硬體使用管理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為有效管理本處暨所屬所隊之

電腦軟、硬體有關設備，並建

立標準作業程序，特訂定本要

點。 

一、為有效管理本處暨所屬各所隊

之電腦軟、硬體有關設備，並

建立標準作業程序，特訂定本

要點。 

一、名稱修正。 
二、由於土地開發總

隊整併自測量大

隊與土地重劃大

隊不宜再稱各所

隊，爰將各字刪

除。 
二、本要點所稱軟體，係指使用電

腦設備之系統、程式或資料，

所稱硬體，係指伺服器、個人

電腦、印表機、網路設備、相

關週邊設備及筆記型電腦、隨

身碟、記憶卡、PDA 等可攜式

設備等設施。 

二、本要點所稱軟體，係指使用電

腦設備之系統、程式或資料，

所稱硬體，係指伺服器、個人

電腦、印表機、網路設備、相

關週邊設備及筆記型電腦、隨

身碟、記憶卡、PDA 等可攜式

設備等設施。 

本點未修正。 

三、本處及所、隊各機關對於電腦

軟、硬體相關設施應各自分別

管理，為確立權責劃分及系統

正常運作，其專責單位分派如

下： 
（一） 本處由資訊室負責督導。 
（二）各地政事務所由第三課負

責督導。 
（三）土地開發總隊由秘書室負

責督導。 

三、本處及所、隊各單位對於電腦

軟、硬體相關設施應各自分別

管理，為確立權責劃分及系統

正常運作，其專責單位分派如

下： 
（一） 本處由資訊室負責督導。 
（二） 各地政事務所由第三課負

責督導。 
（三） 土地開發總隊請自行指定

專責單位負責督導。 

機關較單位合宜，配

合現況。 
 
 
 
 
 
 
土地開發總隊指定由

秘書室負責督導。 
四、各機關應設伺服器管理及個人

電腦管理等人員，並相互配合

支援。 
（一）伺服器管理人員：負責伺

服器管理、軟硬體建置及

網路連線設施等，其工作

如下： 
1. 負責網路作業系統、應用

軟體之建立與管理。 
2. 連接週邊設備及軟硬體

之配置、測試。 
3. 依應用系統連線作業使

四、各單位應設伺服器管理及個人

電腦管理等人員，並相互配合

支援。 
（一）伺服器管理人員：負責伺

服器管理、軟硬體建置及

網路連線設施等，其工作

如下： 
1. 負責網路作業系統、應用

軟體之建立與管理。 
2. 連接週邊設備及軟硬體之

配置、測試。 
3. 依應用系統連線作業使用

機關較單位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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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者申請單、授權表，分

別建立使用者名稱、密碼

及設定系統使用權限。 
4. 分析各項問題及效率評

估，並提出具體改進方

案，以推動辦公室自動

化。 
5. 負責連絡並協助廠商維修

工作事宜，並蒐集其處理

過程，呈專責單位核閱。 
6. 定期檢閱控制臺日誌，對

於不正常之訊息應協調有

關人員研究，採取必要之

措施，並作成工作日誌，

呈專責單位核閱。 
7. 須經常注意作業之進行之

狀況、控制臺之訊息與回

應及各項設備之運轉情

形，如有異常，即予以記

錄，並作適當之處理。 
8. 定期做伺服器資料備援。 

者申請單、授權表，分別

建立使用者名稱、密碼及

設定系統使用權限。 
4. 分析各項問題及效率評

估，並提出具體改進方

案，以推動辦公室自動

化。 
5. 負責連絡並協助廠商維修

工作事宜，並蒐集其處理

過程，呈專責單位核閱。 
6. 定期檢閱控制臺日誌，對

於不正常之訊息應協調有

關人員研究，採取必要之

措施，並作成工作日誌，

呈專責單位核閱。 
7. 須經常注意作業之進行之

狀況、控制臺之訊息與回

應及各項設備之運轉情

形，如有異常，即予以記

錄，並作適當之處理。 
8. 定期做伺服器資料備援。 

（二）個人電腦管理人員：每一

科（課）、室指派專人負責

與伺服器管理人員連繫，

並負責個人電腦管理及協

助同仁使用，其工作如下： 
1. 協助伺服器管理人員之軟

硬體建置與測試，並推廣

至同仁使用。 
2. 指導同仁使用軟硬體之操

作程序，並做資料備援。 
3. 指導同仁填寫各應用系統

權限申請表，並督促同仁

定期更新通行密碼事宜。 
4. 解決同仁使用上各項問

題，若無法排除問題，儘

速連絡伺服器管理人員作

適當之處理。 
5. 不得任意變更或修改各項

作業進行之步驟及環境設

（二）個人電腦管理人員：每一

科（課）、室指派專人負責

與伺服器管理人員連繫，

並負責個人電腦管理及協

助同仁使用，其工作如下： 
1. 協助伺服器管理人員之軟

硬體建置與測試，並推廣

至同仁使用。 
2. 指導同仁使用軟硬體之操

作程序，並做資料備援。 
3. 指導同仁填寫各應用系統

權限申請表，並督促同仁

定期更新通行密碼事宜。 
4. 解決同仁使用上各項問

題，若無法排除問題，儘

速連絡伺服器管理人員作

適當之處理。 
5. 指導同仁使用磁片、光碟

片、抽取式磁碟機等設備

 
 
 
 
 
 
 
 
 
 
 
 
 
 
 
 
 
由個人電腦管理人員

需負責四、（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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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前，偵測前開設備有無病

毒。 
6. 不得任意變更或修改各項

作業進行之步驟及環境設

定。 

調整為單位同仁應注

意事項，故調整款

項。另加隨身碟、設

備以符現況。（此條移

至六、（一））。 
五、各機關對於電腦軟、硬體、網

路、可攜式設備（包括筆記型

電腦、隨身碟、記憶卡、PDA
等可攜式設備）應注意下列安

全措施： 
（一）硬體： 

1. 伺服器應儘量設置在電腦

機房或封閉式空間。 
2. 應依有關規定，設立財產

登記簿並詳細記明機器型

別、位置、保管人、使用

人以及其它重要特徵，如

有任何修正及異動亦隨時

修訂之。 
3. 對電腦設備，應注意天然

災害及其他意外災害之防

護。 
4. 應定期維護並愛惜使用。 
5. 電腦設備及儲存媒體之攜

出及借用應依「臺北市政

府地政處暨所屬各地政事

務所電腦機房管理要點」

及其他相關規定管理並予

記錄備查。 
6. 未經授權不得私自拆裝公

務個人電腦。 

六、各機關對於電腦軟、硬體、網

路、可攜式設備（包括筆記型

電腦、隨身碟、記憶卡、PDA
等可攜式設備）應注意下列安

全措施： 
（一）硬體： 

1. 伺服器應儘量設置在電腦

機房或封閉式空間。 
2. 應依有關規定，設立財產

登記簿並詳細記明機器型

別、位置、保管人、使用

人以及其它重要特徵，如

有任何修正及異動亦隨時

修訂之。 
3. 對電腦設備，應注意天然

災害及其他意外災害之防

護。 
4. 應定期維護並愛惜使用。 
5. 電腦設備及儲存媒體之攜

出及借用應依「臺北市政

府地政處暨所屬各地政事

務所電腦機房管理要點」

及其他相關規定管理並予

記錄備查。 
6. 未經授權不得私自拆裝公

務個人電腦。 

調整項次。原第六條

調整為第五條。互

調。 

無 六、（一）6.未經授權不得私自拆裝

公務個人電腦。 
調整至原第五條項

下。 
六、各機關同仁使用個人電腦時，

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單位同仁使用磁片、光碟

片、隨身碟、抽取式磁碟

機等設備前，偵測前開設

備有無病毒。 

六、單位同仁使用個人電腦時，應

注意下列事項： 
（一）個人電腦之各項設備，不

得作為業務外之使用及擅

自安裝程式。 
 

調整項次。原第五條

調整為第六條。 
加隨身碟、設備以符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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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使用個人電腦及週邊設備

之預防保養（詳如附錄

一）。 
（三）未經授權不得私自拆裝公

務個人電腦。 
（四）不得私接個人電腦設備於

公務網路上。 
（五）個人電腦之各項設備，不

得作為業務外之使用及擅

自安裝使用未經授權之應

用軟體。 
（六）如有使用上任何問題，請

儘速連繫單位內個人電腦

管理人員作適當之處理。 

（二）如有使用上任何問題，請

人速連繫單位內個人電腦

管理人員作適當之處理。 
（三）個人電腦及週邊設備之預

防保養（詳如附錄一）。

 

調整項次。 
 
 
將原第四條、（二）5.
移至（三） 
新增此條減少駭客入

侵公務網路機會。 
安裝使用應用軟體需

經授權。 
 
 
調整項次。 

五、各機關對於電腦軟、硬體、網

路、可攜式設備（包括筆記型

電腦、隨身碟、記憶卡、PDA
等可攜式設備）應注意下列安

全措施： 
（一）硬體： 

1. 伺服器應儘量設置在電腦

機房或封閉式空間。 
2. 應依有關規定，設立財產

登記簿並詳細記明機器型

別、位置、保管人、使用

人以及其它重要特徵，如

有任何修正及異動亦隨時

修訂之。 
3. 對電腦設備，應注意天然

災害及其他意外災害之防

護。 
4. 應定期維護並愛惜使用。 
5. 電腦設備及儲存媒體之攜

出及借用應依「臺北市政

府地政處暨所屬各地政事

務所電腦機房管理要點」

及其他相關規定管理並予

記錄備查。 
6. 未經授權不得私自拆裝公

務個人電腦。 

六、各機關對於電腦軟、硬體、網

路、可攜式設備（包括筆記型

電腦、隨身碟、記憶卡、PDA
等可攜式設備）應注意下列安

全措施： 
（一）硬體： 

1. 伺服器應儘量設置在電腦

機房或封閉式空間。 
2. 應依有關規定，設立財產

登記簿並詳細記明機器型

別、位置、保管人、使用

人以及其它重要特徵，如

有任何修正及異動亦隨時

修訂之。 
3. 對電腦設備，應注意天然

災害及其他意外災害之防

護。 
4. 應定期維護並愛惜使用。 
5. 電腦設備及儲存媒體之攜

出及借用應依「臺北市政

府地政處暨所屬各地政事

務所電腦機房管理要點」

及其他相關規定管理並予

記錄備查。 
6. 未經授權不得私自拆裝公

務個人電腦。 

調整項次。原第六條

調整為第五條。 
 
 
 
 
 
 
 
 
 
 
 
 
 
 
 
 
 
 
 
 
 
 
調整至原第五條項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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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軟體： 
1. 應使用合法版權之軟體。 
2. 原版軟體於硬碟裝設後，

必要時應備援二、三份併

同交專人保管及注意保

養。 
3. 各單位應注意個人電腦病

毒防治方法（詳如附錄

二），防止被外人盜錄，並

預防感染病毒。 
4. 電腦應設定螢幕保護程式

密碼且最長時間以 15 分

鐘內啟用保護，防止被外

人使用。 
（三）資料： 

1. 重要或具機密性資料之輸

出入操作，均應經使用者

識別碼、通行碼驗證通

過，以便管制。 
2. 電腦設備所輸出具機密性

報表，應依有關規定區分

機密等級辦理。 
3. 對於儲存各項機密資料或

程式之磁碟、光碟片、磁

片等媒體，應由專人保

管。 
4. 對於需要長期保管或重要

檔案之備份媒體，應使用

專用防火或保險設備之異

地存放。 
（四）網路： 

1. 對電腦使用者使用網路設

備及檔案，應先檢核其使

用代碼，使用階層及授權

等級。 
2. 經授權之使用者，應賦予

識別碼及通行碼，以管制

人員使用，各項代碼應定

期更換。 
（五）可攜式設備： 

（二）軟體： 
1. 應使用合法版權之軟體。 
2. 原版軟體於硬碟裝設後，

必要時應備援二、三份併

同交專人保管及注意保

養。 
3. 各單位應注意個人電腦病

毒防治方法（詳如附錄

二），防止被外人盜錄，並

預防感染病毒。 
4. 電腦應設定螢幕保護程式

密碼且最長時間以 15 分

鐘內啟用保護，防止被外

人使用。 
（三）資料： 

1. 重要或具機密性資料之輸

出入操作，均應經使用者

識別碼、通行碼驗證通

過，以便管制。 
2. 電腦設備所輸出具機密性

報表，應依有關規定區分

機密等級辦理。 
3. 對於儲存各項機密資料或

程式之磁碟、光碟片、磁

片等媒體，應由專人保

管。 
4. 對於需要長期保管或重要

檔案之備份媒體，應使用

專用防火或保險設備之異

地存放。 
（四）網路： 

1. 對電腦使用者使用網路設

備及檔案，應先檢核其使

用代碼，使用階層及授權

等級。 
2. 經授權之使用者，應賦予

識別碼及通行碼，以管制

人員使用，各項代碼應定

期更換。 
（五）可攜式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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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攜式電腦設備應避免與

機關外之媒體設備進行資

料傳輸及交換，若因業務

需要讀取外來儲存媒體

時，應先行掃瞄確認該儲

存媒體無存在病毒後再行

使用。 

   可攜式電腦設備應避免與

機關外之媒體設備進行資

料傳輸及交換，若因業務

需要讀取外來儲存媒體

時，應先行掃瞄確認該儲

存媒體無存在病毒後再行

使用。 
七、各所、隊得視需要成立查核小

組查核機關內個人電腦相關設

備之使用、配置及資訊檔案管

理等情形，本處並得不定期前

往各所、隊實地查核。 

七、各所、隊得視需要成立查核小

組查核機關內個人電腦相關設

備之使用、配置及資訊檔案管

理等情形，本處並得不定期前

往各所、隊實地查核。 

本點未修正。 

附錄一 
個人電腦病毒防治方法二、簡易辨

識方式： 
（八）檢查網路負載是否異常。 
（九）未使用之埠是否出現異常連

線。 

附錄二 
個人電腦病毒防治方法二、簡易辨

識方式： 
（無此條文） 

原附錄二改為附錄

一。 
新增以符合實際需

要。（大安所） 

附錄一 
個人電腦病毒防治方法 
三、解毒處理方式： 
（一）電腦中毒，最好立即拔除網

路連線。 

附錄二 
個人電腦病毒防治方法 
三、解毒處理方式： 
（一）電腦中毒，最好立即關閉電

腦，拔除插座。 

原附錄二改為附錄

一。 
新增此項以防止中毒

範圍擴大。（大安所）

附錄二 
一、電腦之預防保養： 

（一）個人電腦應放置於通風良

好的地方操作。 
（二）長時間不使用時，應關閉

電源，蓋上防塵套，以防

止灰塵或污垢侵入。 
（二）應使用電腦專用電源插座

及延長線。 
（四）關閉電源後，應等待 10 秒

時間，俟電路穩定後，再

行開機。 

附錄二 
一、電腦之預防保養： 

（一）個人電腦應放置於通風良

好的地方操作。 
（二）長時間不使用時，應關閉

電源，蓋上防塵套，以防

止灰塵或污垢侵入。 
（三）應使用電腦專用電源插座

及延長線。 
（四）關閉電源後，應等待 10 秒

時間，俟電路穩定後，再

行開機。 

原附錄一改為附錄

二。 
 
 
現已無使用防塵套，

故刪除。 
 
其餘調整項次。 
 
現在電腦已無需等

待，故刪除。 

附錄二 
二、印表機之預防保養： 

（一）印表機應放置於較涼爽的

地方操作。 

附錄一 
二、列表機之預防保養： 

（一）列表機應放置於較涼爽的

地方操作。 

「印」表機統一用

詞。列表機改為「印」

表機更具普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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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列印途中，請勿突然關

閉電源，須按照使用手冊

之程序中斷列印。 
（三）印表機上勿放置重物或重

壓。 
（四）使用後，請以乾淨的布置

住防塵。 
（四）處理夾紙或安裝耗材時，

請仔細閱讀操作程序。 
（五）經常保持列表機的清潔。 
（七）長時間不使用時，應拔掉

電源線插頭。 
 
 
 
 
（六）耗材不堪使用時，應予以

更換。 
（七）雷射印表機遇夾紙無法自

行處理時，務必關閉電

源，避免因夾紙又高溫易

造成火警。 

（二）在列印途中，請勿突然關

閉電源，須按照使用手冊

之程序中斷列印。 
（三）列表機上勿放置重物或重

壓。 
（四）使用後，請以乾淨的布置

住防塵。 
（五）處理夾紙或安裝耗材時，

請仔細閱讀操作程序。 
（六）經常保持列表機的清潔。 
（七）長時間不使用時，應拔掉

電源線插頭。 
 
 
 
 
（八）耗材不堪使用時，應予以

更換。 
（九）雷射印表機遇夾紙無法自

行處理時，務必關閉電

源，避免因夾紙又高溫易

造成火警。 

 
 
 
 
 
現已無使用布罩住，

故刪除。 
 
 
 
有些設備不宜拔掉電

源線插頭，否則易生

故障，且大多設備具

省電模式，可省掉拔

掉電源線插頭之副作

用。 
其餘調整項次。 

附錄二 
六、新增隨身碟之預防保養： 

隨身碟使用完竣後應正常退出

後始可從個人電腦上拔除。 

附錄一 
（無此條文） 

新增以符合實際需

要。（大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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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暨所屬所隊電腦機房管理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暨所屬所隊

電腦機房管理要點」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暨所屬各地

政事務電腦機房管理要點」 
納入土地開發總隊，

並將各所隊修正為所

隊，以符合事實。（開

發總隊） 
一、為確保本處暨所屬所隊電腦機

房安全及有效應用電腦有關設

備，並建立標準作業程序，特

訂定本要點。 

一、為確保本處暨所屬各地政事務

所電腦機房安全及有效應用電

腦有關設備，並建立標準作業

程序，特訂定本要點。 

納入土地開發總隊。

（開發總隊） 

二、本處暨所屬所隊電腦機房之主

機及週邊設備相關設施，本處

由資訊室、各所由第三課、土

地開發總隊由秘書室分別負責

管理，並應作成機房工作日誌

（附件一），每日陳核。 

二、本處暨所屬各地政事務所電腦

機房之主機及週邊設備相關設

施，本處由資訊室，各所由第

三課分別負責管理，並應作成

機房工作日誌（附件一），每日

陳核。 

納入土地開發總隊。

（開發總隊） 

三、為維護電腦設備及資料之安

全，電腦機房管理應注意下列

事項︰ 

（一）應定期用電安全檢查，以

確保機房之安全。 

（二）電腦機房之各項設備，不

得作為業務外使用，非機

房管理人員或非經授權人

員禁止操作。 

（三）不得使用未經申請核准之

電腦設備。 

（四）電腦機房應安裝門鎖（或

刷卡機），並加裝監視器錄

影，拍攝之錄影帶指定專

人妥為保管備查，以維護

機房安全。 

（五）凡進出電腦機房人員均需

填寫「電腦機房人員進出

管制簿」（附件二），外賓

進入機房參觀，須經主管

或被授權者同意後，由機

房管理人員引導陪同出

三、為維護電腦設備及資料之安

全，電腦機房管理應注意下列

事項︰ 

（一）應定期作用電安全檢查，

以確保機房之安全。 

（二）電腦機房之各項設備，不

得作為業務外使用，非機

房管理人員或非經授權人

員禁止操作。 

（三）不得使用未經申請核准之

電腦設備。 

（四）電腦機房應安裝門鎖（或

刷卡機），並加裝監視器錄

影，拍攝之錄影帶指定專

人妥為保管備查，以維護

機房安全。 

（五）凡進出電腦機房人員均需

填寫「電腦機房人員進出

管制簿」（附件二），外賓

進入機房參觀，須經主管

或被授權者同意後，由機

房管理人員引導陪同出

刪除（四），其餘項次

調整 
 
刪除贅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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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 

（六）機房內應設空調設備及安

裝防火、防曬、防濕、防

塵設備且隨時注意室溫及

溼度，若發覺異常應即刻

處理。 

（七）機房內應嚴禁煙、禁食。 

（八）機房內應嚴禁震盪等不當

撞擊力。 

（九）機房內嚴禁存放易燃物及

未經核准之電器或其它物

品。 

（十）機房環境之維護應保持整

齊清潔，並避免堆放雜亂

物品。 

（十一）作業中如遇電腦主機故

障或緊急事故（如火警）

等突發事件，應立即中

止作業，切斷電源，作

適當處理，並應通報本

處及其他各所。 

（十二）機房內消防設備（或滅

火器）之位置應明顯並

熟悉其操作方法。如遇

火警應設法加以撲滅，

並迅速通知有關單位。 

（十三）機房內應嚴禁非機房管

理人員逗留。 

（十四）機房內應設置電腦作業

相關業務單位或廠商之

電話聯絡表，以利作業

聯繫。 

（十五）應設置網路防火牆，並

設定安全規則以區隔內

外網路服務之使用層

級。 

（十六）各伺服器及網路防火牆

應留有紀錄（最少一

年），機房管理人員應定

期檢視。 

入。 

（六）機房內應設空調設備及安

裝防火、防曬、防濕、防

塵設備且隨時注意室溫及

溼度，若發覺異常應即刻

處理。 

（七）機房內應嚴禁煙、禁食及

避免震盪等不當撞擊力。 

（八）機房內嚴禁存放易燃物及

未經核准之電器或其它物

品。 

（九）機房環境之維護應保持整

齊清潔，並避免堆放雜亂

物品。 

（十）作業中如遇電腦主機故障

或緊急事故（如火警）等

突發事件，應立即中止作

業，切斷電源，作適當處

理，並應通報本處及其他

各所。 

（十一）機房內滅火機之位置應

明顯並熟悉其操作方

法。如遇火警應設法加

以撲滅，並迅速通知有

關單位。 

（十二）機房內應嚴禁非機房管

理人員逗留。 

（十三）機房內應設置電腦作業

相關業務單位或廠商之

電話聯絡表，以利作業

聯繫。 

（十四）應設置網路防火牆，並

設定安全規則以區隔內

外網路服務之使用層

級。 

（十五）各伺服器及網路防火牆

應留有紀錄（最少一

年），機房管理人員應定

期檢視。 

 
 
 
 
 
 
原（七）機房內應嚴

禁煙、禁食及避免震

盪等不當撞擊力。分

成禁煙、禁食及避免

震盪兩部份事實教恰

當，故新增‘（八）機

房內應嚴禁震盪等不

當撞擊力。’，隨後項

次亦調整。 
 
 
 
 
 
滅火機修正為消防設

備或滅火器。（古亭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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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腦機房內設備應詳列資訊及

網路設備管理清冊（附件三），

並注意下列事項： 

（一） 設備之配置，非經課（股）

長以上主管之同意，不得

任意變動其位置。 

（二） 設備配置增減異動時，應

經課（股）長以上主管之

同意後辦理。 

（三） 各項設備應備有操作說

明，檢修及維護均應作成

紀錄。 

（四） 機房管理人員應確實追蹤

電腦廠商辦理定期性之設

備維護工作。 

（五） 遇有機器故障無法排除

時，應儘速通知廠商維修

並記錄時間。 

（六） 機房管理人員異動時，應

就清冊詳加點驗，各項操

作說明及維護記錄並應列

入移交。 

四、電腦機房內設備應詳列資訊及

網路設備管理清冊（附件三），

並注意下列事項： 

（一） 設備之配置，非經課（股）

長以上主管之同意，不得

任意變動其位置。 

（二） 設備配置增減異動時，應

經課（股）長以上主管之

同意後辦理。 

（三） 各項設備應備有操作說

明，檢修及維護均應作成

紀錄。 

（四） 機房管理人員應確實追蹤

電腦廠商辦理定期性之設

備維護工作。 

（五） 遇有機器故障無法排除

時，應儘速通知廠商維修

並記錄時間。 

（六） 機房管理人員異動時，應

就清冊詳加點驗，各項操

作說明及維護記錄並應列

入移交。 

本點未修正 

五、有關作業系統及資料檔案管理

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作業系統、應用系統及資

料庫，應定期執行備援工

作及清理檔案，以免意外

發生或檔案過大時，無法

執行作業。 

（二） 廠商機器維護人員因業務

需求操作控制台時，應由

機房管理人員陪同並在日

誌上敘明工作內容，始可

操作執行。 

（三） 各地政事務所每日作地籍

資料庫備援，並保留一星

期。備份磁帶應至少備份

兩份，一份存放事務所

內，一份指派專人送交地

政處簽收保管。 

五、有關作業系統及資料檔案管理

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作業系統、應用系統及資

料庫，應定期執行備援工

作及清理檔案，以免意外

發生或檔案過大時，無法

執行作業。 

（二） 廠商機器維護人員因業務

需求操作控制台時，應由

機房管理人員陪同並在日

誌上敘明工作內容，始可

操作執行。 

（三） 各地政事務所每日作地籍

資料庫備援，並保留一星

期。備份磁帶應至少備份

兩份，一份存放事務所

內，一份指派專人送交地

政處簽收保管。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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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機關或其他單位因業

務需求向本處或各地政事

務所申請提供相關地籍資

料時，資料管理人員應於

該機關首長同意後，方可

進行作業。 

（五） 廠商須以遠端登入方式進

行系統維護時，由地政處

受理申請並審核。 

（四） 其他機關或其他單位因業

務需求向本處或各地政事

務所申請提供相關地籍資

料時，資料管理人員應於

該機關首長同意後，方可

進行作業。 

（五） 廠商須以遠端登入方式進

行系統維護時，由地政處

受理申請並審核。 
六、地政整合系統或其他重要加值

應用系統，依下列原則管理： 

（一） 未經主管同意，機房管理

人員不得任意維護更新。 

（二） 系統程式之變更，應由地

政處統籌規劃。 

（三） 任何系統程式之變更或增

加，應將下列事項通知作

業人員知悉。 

1. 開始啟用之日期。 
2. 連繫人員。 
3. 使用者注意事項。 

六、地政整合系統或其他重要加值

應用系統，依下列原則管理： 

（一） 未經主管同意，機房管理

人員不得任意維護更新。 

（二） 系統程式之變更，應由地

政處統籌規劃。 

（三） 任何系統程式之變更或增

加，應將下列事項通知作

業人員知悉。 

1. 開始啟用之日期。 
2. 連繫人員。 
3. 使用者注意事項。 

本點未修正 

七、對於媒體管理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機房管理人員應依廠商提

供明確文件，定期清理磁

碟空間。 

（二）機房管理人員使用儲存媒

體後，應記錄使用情形於

備援磁帶記錄表（附件

四）、磁帶管制清單（附件

五）及媒體交換簽收簿（附

件六）。 

（三）如需攜帶儲存媒體進出機

房時應予登記備查。 

（四）儲存媒體應設置專櫃保

管，除機房管理人員外，

其他人員非經同意不得取

用，並應登記備查。 

（五）機房管理人員應每年清理

已逾保存年限或不堪使用

七、對於媒體管理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機房管理人員應依廠商提

供明確文件，定期清理磁

碟空間。 

（二）機房管理人員使用儲存媒

體後，應記錄使用情形於

備援磁帶記錄表（附件

五）、磁帶管制清單（附件

六）及媒體交換簽收簿（附

件七）。 

（三）如需攜帶儲存媒體進出機

房時應予登記備查。 

（四）儲存媒體應設置專櫃保

管，除機房管理人員外，

其他人員非經同意不得取

用，並應登記備查。 

（五）機房管理人員應每年清理

已逾保存年限或不堪使用

 
 
 
 
（附件四）、（附件五）

及（附件六）順序調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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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儲存媒體，並於消磁或

實體破壞後依廢棄物清理

規定處理。 

（六）電腦機房內之儲存媒體應

依統一規定，編號管理。 

之儲存媒體，並於消磁或

實體破壞後依廢棄物清理

規定處理。 

（六）電腦機房內之儲存媒體應

依統一規定，編號管理。 
八、各地政事務所及土地開發總隊

電腦機房設備發生異常，作業

無法運作時，應即報告主管，

並通知地政處資訊室及其他地

政事務所，必要時並通知網路

便民服務負責廠商。 

八、各地政事務所電腦機房設備發

生異常，作業無法運作時，應

即報告主管，並通知地政處資

訊室及其他地政事務所，必要

時並通知網路便民服務負責廠

商。 

納入土地開發總隊。

（開發總隊） 

九、產製大量資料（如統計表報）、

資料備援或產製各類清冊檔

案，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應訂定標準作業程序，據

以執行。 

（二）預估處理時間，並避免於

尖峰時間處理。 

九、產製大量資料（如統計表報）、

資料備援或產製各類清冊檔

案，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應訂定標準作業程序，據

以執行。 

（二）預估處理時間，並避免於

尖峰時間處理。 

本點未修正 

十、 電腦機房使用之各類管理簿

冊，應妥善保管，以備查考。 
十、 電腦機房使用之各類管理簿

冊，應妥善保管，以備查考。 
本點未修正 

十一、本管理要點如有未盡事宜，

得依實際作業需要修訂之。 

十一、本管理要點如有未盡事宜，

得依實際作業需要修訂之。 
本點未修正 

電腦機房管理要點之附件一，新增

第二項之每日作業準備檢查表（詳

附件）。 

電腦機房管理要點之附件一 新增（大安所） 

刪除 附件四、備援申請書 實際未有此單使用需

求，且未有對應條文

參考此表，故刪除此

附件，隨後附件順序

需變動。 
（古亭所） 

附件四、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地

政整合系統備援磁帶記錄表 

附件五、臺北市  地政事務所地

政整合系統備援磁帶記錄表 
項次調整。 

附件五、台北市  地政事務所磁

帶管制清單 

附件六、台北市  地政事務所磁

帶管制清單 

項次調整。 

附件六、台北市  地政事務所媒

體交換簽收簿 

附件七、台北市  地政事務所媒

體交換簽收簿 

項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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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 8 月 

法律常識 

淺析公務員收受不正利益案 
一、案情概述 

甲係某縣政府環保局技佐，負責該縣水污染防治及稽查業務，八十二年間Ａ實業公

司因環保單位稽查廢水排放不合格，經該縣政府環保局限期改善，甲明知Ａ公司未確實

改善廢水排放問題，若由其他稽查員前往複查，未必能獲判合格，竟為圖Ａ公司之利益，

單獨至Ａ公司外圍水溝採樣送驗，經判合格，使Ａ公司免除每次新臺幣（下同）六萬元

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之處罰，甲並因此連續三次接受Ａ公司負責人乙招待至地下酒

家尋歡作樂，每次消費約一萬元。上更（一）審法院依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三

款「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不正利益」罪，判處甲有期徒刑貳年，褫奪公權貳年確定，

並發監執行。 
二、解析 

一般公務員對於貪污治罪條例所規定之「賄賂」均甚瞭解，惟對於「不正利益」則

有許多誤解。依法院之見解，所謂「不正利益」，係指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

人之慾望之一切有形、無形利益而言。如招待飲食、嫖妓、跳舞、介紹職業、設立債權、

免除債務及其他一切不正之報酬等，不以經濟上之利益為限。 
甲於法院審理時辯稱，其與Ａ公司負責人乙係於地下酒家偶遇，渠並未接受乙之招

待，惟法官認為地下酒家非為一般之宴飲場所，涉足該等埸所已非常情，且該縣飲宴地

點不少，甲與乙竟於該處不期而遇三次，所辯實難以置信。雖甲又辯稱渠至地下酒家有

一次係由友人丙付款，丙稱確實日期忘了；然甲丙二人所稱之地下酒家名稱不一致，無

法證明甲、乙、丙三人會一同至地下酒家，並由丙付帳之情形，自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認

定，且法官認為甲、乙二人並非至親好友，僅因稽查廢水排放而認識，二人至地下酒家

作樂三次，每次消費約一萬元等情，業據甲、乙二人於調查中自白不諱，二人所述互核

相符，故對甲於審判中之辯解係於該地下酒家偶遇云云不予採信。 
三、結語 

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六條第二項「公務員於所辦事件，不得收受任何餽贈。」此法條

雖為所有公務員瞭解，但仍有少數不肖公務員視若無睹，對於承辦之業務接受廠商宴飲

招待，而遭法律制裁；本則縣政府環保局技佐甲之案例可供意圖僥倖之公務員知所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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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申報 

辦理「存款」申報時常見錯誤態樣 
★常見錯誤態樣（二）： 

1. 預料受款人將於申報日領取支票存款但未領取：請向受款人以電話或其他方式先行

確認。 
2. 存款為零存整付雖未到期，仍須依規定申報。 
3. 存單遺失（忘）致漏報：（1）若金額龐大，依社會通念認為不致遺忘者，可能受到

申報不實之認定。（2）請申報人平時即應做好保管事宜。 
4. 遺忘久未使用之銀行帳號：（1）若金額龐大，依社會通念認為不致遺忘者，可能受

到申報不實之認定。（2）請於申報前作一清查，平時請妥善保管存簿。 
5. 以存單申報但銀行未依限入帳：（1）原則上以非故意申報不實認定。（2）請勿將存

單遺失，並請於日後說明時提出。 
6. 漏報配偶私房錢：於申報前向配偶分析申報之利害關係，如拒不配合或有所懷疑，

請於備註欄註明。 
 

機關安全維護及公務機密維護 

公務電腦系統之通行密碼可否告知他人？ 
案例說明 

某國稅局稅務員甲因工作繁忙，故將其電腦通行密碼告知配屬之內勤人員乙，請其

代為處理其職掌或業務範圍內，營業稅系統之查詢及註記工作，請問是否妥適？ 
研析探討 

政府機關基於業務需要，配與承辦公務員電腦系統通行密碼，供電腦系統鑑別或辨

識使用者之身分，並建立使用紀錄，以維護公務機密與資訊安全，故使用者負有保護通

行密碼、維持通行密碼的機密性之義務，不宜任意告知他人。 
甲為便利其業務之進行，將通行密碼告知乙，倘因而發生洩密或資訊安全事件，甲

仍應負相當之刑事、民事及行政責任；如確因業務需要，由內勤人員乙代為處理其業務

事項，建議報請權責長官核准後，向資訊單位註冊，以取得使用電腦系統之正式授權。 
各機關亦應明確規定使用者應負的義務，並以書面、電子或其他方式告使用者，要

求其善盡保護公務電腦通行密碼之責任。 
 
 
 



 

 

 

 
 
 
 
 
 

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地政法令月報 

 發 行 人 ： 黃榮峰 

 發 行 機 關 ：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 

 編 者 ： 臺北市政府地政處秘書室 

 地 址 ： 臺北市市府路 1 號北區 3-4 樓 

 網 址 ： http://www.land.taipei.gov.tw/ 

 電 話 ： (02)2728-7513 

 印 刷 者 ： 科藝彩色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 臺北市大理街 157 號 3 樓之 2 

 電 話 ： (02)2302-0406 

 定 價 ： 105 元 

 創 刊 年 月 ： 中華民國 61 年 7 月 

 出 版 年 月 ： 中華民國 97 年 8 月 

GPN：2006100016 



 

 

 


	97 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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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業經內政部97年8 月1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70723920 號令修正發布（97HACZ01）

	（四）地用法規（缺）
	（五）重劃法規（缺）
	（六）地價法規（缺）
	（七）徵收法規（缺）
	（八）資訊法規（缺）
	（九）其他有關法規（缺）

	二、地政分類法令
	（一）地權機關法令（缺）
	（二）地權法令（缺）
	（三）地籍法令
	‧ 內政部函為農業發展條例第18 條第4 項規定農舍與其坐落用地併同移轉相關執行事宜乙案（97HBCB02）
	‧ 「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列冊管理作業要點」，業經內政部97 年8 月6 日台內地字第0970123026 號函修正， 並自即日起生效乙案（97HBCC03）
	‧ 內政部函為38 年12 月31 日以前設定之抵押權，嗣因抵押權人死亡，繼承人於38 年後辦理繼承登記，該抵押權是否仍屬地籍清理條例第28 條應清理之範圍乙案（97HBCD04）
	‧ 內政部函為香港商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因概括承受中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資產、負債及營業而申辦抵押權移轉登記乙案（97HBCD05）
	‧ 內政部檢送研商「地政機關辦理權利人為金融機構、義務人為自然人或公司法人，申辦抵押權或內容變更登記，應否檢附義務人印鑑證明相關事宜」會議紀錄乙案（97HBCD06）
	‧ 內政部函為共有土地設定有38 年12 月31 日以前抵押權登記，其清查公告是否須張貼於所有共有人住所地之村（ 里） 辦公處等疑義乙案（97HBCD07）
	‧ 本市原屬第三種住宅區、第三之一種住宅區經變更為第三種商業區（原屬住3）及第三種商業區（原屬住3-1），是否符合都市計畫法第23 條規定為不同土地使用分區之界線，需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3 條規定逕行辦理地籍測量及分割登記疑義乙案（97HBCJ08）
	‧ 本府產業發展局函為土地興建農舍後申請分割乙案（97HBCJ09）
	‧ 修正臺北市政府地政處「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受理民眾以匯款方式繳納地政規費辦理須知」如附件，並自即日起施行（97HBCO10）
	‧ 修正臺北市政府地政處訂頒之「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退還地政規費作業注意事項」如附件，並自即日起施行（97HBCO11）
	‧ 「測繪成果申請使用辦法」業經內政部於97 年7 月29 日以台內地字第0970123687 號令訂定發布（97HBCZ12）
	‧ 有關地政士代理申辦土地登記申請案，由僱用之登記助理員領件，仍請依現行作業方式，持憑原申請案件之收件收據及代理人（或複代理人）原收件印章辦理領件手續（97HBCZ13）
	‧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取得時點乙案（97HBCZ14）
	‧ 內政部函釋有關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87 條規定辦理清算登記相關事宜乙案（97HBCZ15）
	‧ 檢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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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第10 次）會議紀錄乙份（97HBCZ16）
	‧ 「經營或受聘於測繪業之測量技師簽證規則」，業經內政部會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於97 年8 月20 日以台內地字第0970122441 號及工程企字第09700301441 號令訂定發布，茲檢附發布令（函附件）乙份（97HBCZ17）
	‧ 內政部檢送「97 年版地政法令彙編—登記類」第二次會議紀錄乙案（97HBCZ18）

	（四）地用法令（缺）
	（五）重劃法令
	‧ 內政部函轉財政局為市地重劃區重劃後宗地第一次移轉時土地漲價總數額之計算乙案（97HBEB19）

	（六）地價及土地稅法令
	‧ 有關本市北投區○○段○○小段375 地號等7 筆土地合併，土地所有權人李○○合併前後價差超過參與合併土地其合併前土地現值最低者，應否申報移轉現值乙案（97HBFB20）
	‧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函為執行機關因國稅租稅債權執行被繼承人之不動產，國稅局代辦繼承時，函請該處核發同意移轉證明書，依財政部97 年6月2 日台財稅字第09700091800 號令規定，該處所屬分處得核發同意移轉證明，並檢附樣張1 份乙案（97HBFF21）

	（七）徵收法令（缺）
	（八）地政資訊相關法令
	‧ 「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第4 點、第5 點、第6 點規定，業經內政部97 年8 月21 日台內地字第0970132202 號令修正發布，茲檢送發布令（含附件）乙份（97HBHF22）
	‧ 函轉內政部94 年8 月22 日台內地字第0940070254 號、96 年8 月1 日台內地字第0960116350 號及95 年3 月27 日台內地字第0950050264 號等3號函（如附件），自「土地參考資訊檔作業要點」97 年8 月21 日修正發布之日起停止適用（97HBHF23）
	‧ 修訂「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暨所屬所隊電腦軟硬體使用管理要點」及「臺北市政府地政處暨所屬所隊電腦機房管理要點」， 並自即日起實施（97HBHF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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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淺析公務員收受不正利益案（97HHAZ25）

	（二）財產申報
	‧ 辦理「存款」申報時常見錯誤態樣（97HHBZ26）

	（三）廉政法制（缺）
	（四）反貪作為（缺）
	（五）獎勵表揚廉能（缺）
	（六）機關安全維護及公務機密維護
	‧ 公務電腦系統之通行密碼可否告知他人？（97HHFZ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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