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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刊編輯委員會第 288 期刊訊： 

    本期法規專論(一)論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之意涵，關於以上各三字，

對於非法律本科系出身的人或初學法律的人，或一般民眾，甚至地政士同業

們常常會產生混淆不清的情形。其原因在於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之「假」

字，經常被解釋為真真假假之「假」意。其法律用語，皆來自日本國家之法

律語彙，此處之「假」字應該解作「暫且」、「暫時」的意思。故假扣押即是

暫且查封債務人的財產並且禁止債務人處分；假處分、假執行亦都是暫時的

為某種處分或某種強制執行。不論是假扣押、假處分抑或假執行，所牽涉到

的查封、扣押或強制執行的方法，全部皆是真實而且是有效的執行，與判決

確定以後所進行的強制執行是完全相同。如果有違背查封或扣押效力的行

為，同樣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是故，假扣押與假處分和一般的強制執行，

只能說，只有階段性的差別而已。假扣押和假處分僅止於保全將來強制執行

的財產或請求之標的就足夠了。在經查封或扣押之後，原則上，並不繼續實

施拍賣、變賣等強制執行程序，要等到本案判決確定或第一審、第二審判決

勝訴且有假執行宣告之本案判決後，才可以就已經扣押查封之財產進行強制

執行拍賣，並以變價所得清償所欠的債務。 

    法規專論(二)判決登記態樣與實務(下)是繼 104年 3月份 287期之續集，

此期鄭竹祐先生提出 23 個案例(25~47 例)，其經法院分割判決前、判決後，

如當事人變更，或取得不動產分屬不同管轄之登記機關時，或如有部分共有

人之應有部分已有抵押權設定時，或分割判決，共有人該原應有部分如有查

封、禁止處分、預告登記時…等等判決登記態樣，登記機關在實務操作上應

如何聯繫或應變，雖係屬地政登記機關(各地政事務所)之行政判斷權限之範

疇，但依法理，法律邏輯上，地政士仍應有依法論理之智慧與空間，深盼地

政士同業們仍要深切研習，不要事不關己、妄自菲薄之心態。 

    創新管理，此期談，如何辦理社團法人之聲請與登記，辦理社團法人登

記，是地政士業務案源之一，同業們應該努力鑽研，對於開拓案源非常有幫

助。本文提出兩部分：分成一般社團法人登記；政黨社團法人登記。社團法

人如各村之社區發展協會、學校之同學會、各縣市之同鄉會、學術研習之學

會、工商協會、促進會、推拿整復協會、國術會…等。 

    健康照護管理，自然療法治療各類雜症食物療法介紹(續 1)本期介紹 15

個症狀(86~100 症狀)，每個症狀都附有 3個、6個、10 個、14 個、22 個之食

物療法介紹，這些都是經嚴選收集各家門派之食物方，簡潔實用，同業們可

以自己斟酌參考。 

會刊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蔣龍山 題  10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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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4/01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檢送本會第九屆第一次臨時監事會會議紀錄乙份。 

104/04/01 行文彰化縣政府社會處檢送本會第九屆理、監事名冊一份，請 惠予核發當選證書。 

104/04/01 行文彰化縣政府社會處檢送「彰化縣各級人民團體概況表」一份。 

104/04/01 通知全體理監事 104 年 4 月 10 日假全國麗園大飯店召開本會第 9屆第 1次理、監

事聯席會議。 

104/04/10 本會假全國麗園大飯店召開第 9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4/04/13 通知參加南投縣地政士公會 104 年 4 月 17 日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依序輪由黃

理事長敏烝、莊理事谷中、林理事宗偉、蔣監事龍山出席)。 

104/04/13 通知參加基隆市地政士公會 104 年 4 月 24 日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依序輪由王

理事文斌、郭監事政育出席)。 

104/04/13 通知參加高雄市地政士公會 104 年 4 月 30 日第 4、5 屆理事長交接暨理、監事授

證典禮(依序輪由許理事炳墉、吳理事泰緯出席)。 

104/04/13 通知彰化區理監事於 104 年 4 月 18 日參加會員楊公耀明往生告別式。 

104/04/13 行文朝陽科技大學檢送本會申請辦理「104 年度產業人才投資計畫」下半年度課

程相關資料，詳如附件。 

104/04/13 通知全體會員本會第九屆理、監事業於 104 年 3 月 17 日順利選舉產生，由黃敏烝

先生膺任第九屆理事長。 

104/04/13 通知全體會員訂購內政部出版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最新修正版精裝本之「土地登

記法令彙編」工具書乙事。 

104/04/13 通知全體會員為推動本會委員會功能，希各會員能積極參與，有意願登記各委員

會委員之會員請向本會登記，請於 104 年 4 月 30 日前逕向本會登記。 

104/04/17 南投縣地政士公會召開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本會由(黃理事長敏烝、謝常務監

事金助、林理事宗偉、蔣監事龍山)出席。 

104/04/18 會員楊耀明往生告別式，本會除依婚喪禮儀辦法致奠儀金，並由黃理事長敏烝、

林理事宗偉、蔣監事龍山及多位會員親自前往參加告別式。 

104/04/20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地政士胡麗香（身分證統一編號 N2209*****）業自 104 年

4 月 20 日加入本會為會員。 

104/04/21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檢送本會第九屆第一次理監事聯席會會議紀錄乙份。 

104/04/24 基隆市地政士公會召開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本會由(黃理事長敏烝、王理事文

斌)出席。 

104/04/29 行文彰化縣政府地政處地政士黃瑞騰（身分證統一編號 N1227*****）業自 104 年

5 月 1 日加入本會為會員。 

104/04/29 通知全體會員為印製會員名冊及網站會員資料之正確性，請會員自我校正會籍資

料。 

104/04/29 通知全體會員為落實會員福利，本會自民國 104 年 3 月 31 日起對各會員投保兆豐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團體意外險。 

104/04/29 通知全體會員本會訂於104年 5月 21假彰化縣地方稅務局3樓簡報室舉辦104年

度第 3次會員教育講習，講題:地政士業務電腦 e化教學(主講人：顧國楨工程師)。 

104/04/29 通知全體會員本會訂於 104 年 6 月 5、6 日舉辦 104 年度會員暨眷屬聯誼旅遊活動

-北台灣知性休閒之旅，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104/04/30 高雄市地政士公會召開第 4、5 屆理事長交接暨理、監事授證典禮，本會由(黃理

事長敏烝、謝常務監事金助)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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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之意涵 
蔣龍山∕彰化縣地政士公會第九屆監事‧企業管理系商學士‧法律學碩士‧2009

年彰化縣績優地政士‧東洋地政士事務所所長 

壹、假扣押 
一、按照民事訴訟法第 522 條規定，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為保全將 
    來之強制執行，對於債務人之財產予以查封(或扣押)，禁止債務人處分(出賣、出典、出 
    租、抵押)之程序。 
    茲解說如下： 
(一)假扣押只能由債權人聲請。此種債權請求權不論是現在已存在的債權或未到期同樣也可 
    以請求。 
(二)金錢請求的意思，要求債務人付給自己現在流通的貨幣。 
(三)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即是說本來債權人所請求的不是金錢新台幣，但此情形亦可以 
    換算成金錢新台幣來請求。 
    例如：過去農業社會裡，債權人常有請求債務人給付稻穀 100 斤，因為這並不是金錢的 
    請求，可以在聲請書上之聲請原因事實及其釋明中增加字義：「倘如債務人不能給付稻穀 
    時，應折算新台幣貳仟伍佰元」這樣就是符合「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了。其他有關 
    貨幣的債務，如商業交易、國際貿易往來，經常債權人有所請求不是新台幣的貨幣，例 
    如美元、日圓，甚至於其他國家歐元之貨幣的，這些在我們國家內部法律(強制執行法) 
    都不是所謂的金錢請求，但是我們仍然可以依照民法第 201 條、第 202 條之規定，全部 
    可以換算成通用貨幣，這時即符合民事訴訟法第 522 條規定，「得易為金錢(新台幣)請求 
    之請求」了。 
    通常的契約，縱然應該履行的不是金錢，但如果在契約中附載有不履行損害賠償條款， 
    亦可依照該條款，視為可「得易為金錢之請求」而聲請假扣押。 
(四)法律設假扣押保全程序的主要目的，是為防止打官司打贏了，債務人亦脫產了，債權人 
    只能拿到一張沒有用的，如壁紙一樣的判決書而已。又如買賣契約官司，官司一拖再拖， 
    地主有機可乘，將買賣之土地標的物賣掉了，最後官司亦打贏了，法院判決地主要履行 
    買賣契約，這種永不能實現的判決，不是廢言廢語？是什麼？是故假扣押是為了防止債 
    務人脫產，而保全債權標的，使未來強制執行能達到實現金錢債權而設的。故如已經有 
    了執行名義，就不必再聲請假扣押了。債權人可憑執行名義，直接請求強制執行。 
(五)假扣押一定要有：(1)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者，(2)執行很困難，這樣才能獲得法院的准 
    許。這兩種原因，債權人要提出釋明說服法官或以保證金以代釋明。 
二、如何聲請假扣押？如何執行假扣押？ 
(一)假扣押以書狀向有管轄權的法院聲請，或當事人欲要假扣押的標的物所在地的法院聲 
    請。如果官司已經打到第二審(高等法院)，就要在第二審法院聲請假扣押，此第二審就 

是高等法院。 
(二)假扣押的聲請要表明下列各項： 
  1.當事人及法定代理人。 
  2.請求：即將來可以向債務人要回來的金錢額度。 
    如果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則要表明原來請求換算成的價額；此項金額或價額，只能 
    比將來的請求數額小而不能多，否則將來請求取回擔保金時，手續就較麻煩。 
  3.假扣押之原因及事實： 
    此項要表明兩點：①請求原因事實②有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者是執行有困難的情形，這 
    兩點很重要，都要讓法院能及時調查的證據。事實上要釋明這兩點並不容易，尤其第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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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對未來的事情要釋明更是困難，所以法律設有一種制度來取代釋明，亦是由債權提 
    供擔保的制度。 
    因假扣押之結果，會使債務人暫時不能處分自己的財產，對個人不能說沒有影響，因此 
    在債權人聲請假扣押而不能釋明清楚(講清楚、說明白)他的權利時，這時法院不能不給 
    債務人一個保障。因此，法院會命債權人就債務人所可能受到損害提供一定額度的擔保 
    來代替釋明。實務上，每件假扣押聲請，法院都會命債權人提供其請求金額的三分之一 
    數額做假扣押之擔保。 
  4.法院：即是請求或聲請作出裁定的法院。 
  5.假扣押標的：如在假扣押標的法院聲請，必須要寫明假扣押標的之住址、段、小段、號 
    次。 
三、聲請假扣押是向各地方法院或高等法院之民事執行處請求。 
    經 2～3 日，通知假扣押裁定會與通知提供擔保金，與執行期日通知書，同時送達。債權 
    人於收到通知後，馬上填寫提存書一式二份(提存書可到法院服務中心索取)到法院提存 
    所辦理提存，擔保金的提存方式，有因現金與有價證券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同時各法院 
    的辦理方式亦各有異，最好先到當地提存所詢問清楚。 
    提存辦妥後，有的法院會另填寫一張通知書，由當事人拿此通知單向法院民事執行處書 
    記官聯繫，有的法院則直接拿提存書向法院民事執行處書記官聯繫。聯繫書記官程序完 
    成後，還要另繳假扣押之執行費用，執行費是按照裁定的債權額範圍開立，法院依執行 
    表開單。 
四、假扣押的聲請要繳納裁判費。 
五、假扣押之標的，如果是不動產，如土地，就要準備一份土地登記簿謄本，如是房屋，亦 
    要準備一份建築改良物登記簿謄本(建物第一次登記謄本，亦即俗語所說的保存登記謄 
    本)，但是如果房屋未經登記，則要補納稅義務人的資料(房屋稅單)，法院才能根據這些 
    資料確定所查封的不動產是否確實為假扣押債務人所有；如果其執行標的是個人的動產 
    (如電視、冰箱、冷氣、汽車、機車、電話、電腦、除濕機、空氣濾清器、音響、點歌機、 
    鋼琴、樂器、洗衣機…等)最好準備一份債務人全戶戶籍謄本，以證明債務人是戶長。如 
    果債務人非戶長，那麼查封時，會增加麻煩。如果是公司行號，則法院執行人員到現場 
    後，要即時指出營利事業登記證(現在新公司、行號已沒有營利事業登記證了)，使法院 
    相信。 

貳、假處分 
一、按民事訴訟法第 532 條的規定：債權人就金錢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 
    假處分。假處分非因請求標的之現狀變更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 
    為之。 
    換句話說，係就金錢以外之請求(即對金錢以外的其他請求之保障)，為保全強制執行， 
    對於請求標的為某種處分或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其暫時狀態之程序。 
    從以上假扣押與假處分之釋義來看大部分都相同，其不同的地方：假扣押：專門講要「錢」 
    如何得到保障。假處分：專門講不是要「錢」，而是要「錢以外之人、事、物之請求，如 
    何能安全得到保障。」 
(一)金錢以外之請求，不論是有關於「物」的請求，或者請求他人行為或不行為皆可以。只 
    要適合做為民事訴訟的標的，並不限於財產上的請求，例如交付子女的請求亦可以做為 
    假處分之標的。 
(二)民事訴訟法第 522 條規定中，「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依照該條之規定可以聲請假扣 
    押，但是其所規範的本意，仍然是「金錢請求以外的請求」，所以債權人仍然可以依照民 
    事訴訟法第 532 條的規定：「債權人就金錢以外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程序，得聲請假 
    處分」，兩者條款有部份重疊競合，所以說此處可以聲請假扣押，亦可以聲請假處分，要 
    採取那一種方式，由債權人自由決定。但是如果先選擇假扣押後，就不能再請求假處分， 
    如先選擇假處分後，就不能再請求假扣押。 
(三)假處分與假扣押都是為了避免日後的強制執行有困難，假處分多強調日後強制執行有困 
    難是請求標的現狀變更。然而什麼叫做現狀變更呢？例如是法律上的處分，將請求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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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土地被地主變賣掉，或例如物理上的處分，將請求標的之房屋被屋主拆除，只要不再 
    是債權人請求標的之原狀，都是現狀變更，除此之外，將請求之標的物藏匿起來，也是 
    現狀變更。所以說，假處分因為有「現狀變更」之限制，故其一定是對「特定物」而言。 
二、如何聲請假處分？如何聲請執行假處分？ 
(一)假處分的聲請，原則上要向本案的管轄法院請求，只有在急迫的情形下，才可以向請求 
    標的所在地法院請求。 
(二)由請求標的所在地的地方法院作成假處分裁定時，標的所在地法院要定一段期間，命債 
    權人再就假處分的裁定，向本案管轄法院提出聲請，請求管轄法院以裁定來決定原裁定 
    是否正當，如果債權人不按時聲請的話，債務人可以聲請准許假處分的法院撤銷假處分 
    裁定。但是對於本案管轄的法院所做的裁定，債務人則不能提起抗告。 
(三)其他有關假處分聲請狀、提存擔保金、繳費方式、裁判費、執行費、執行應注意事項， 
    都與假扣押相同，此地就不再重複說明。 

參、債務人如何面對或如何處理假扣押、假處分 
    前面我們所談的假扣押與假處分，都是站在債權人的立場，現在我們接著要說明的是， 
    當你不幸的是成為債務人時，而債權人要對你的財產，請求法院做假扣押或假處分時， 
    你該如何面對處理呢？ 
一、有關於假扣押之問題 
(一)假扣押裁定書，法院都在執行查封之時，才交給債務人，其原因是怕債務人如果事先知 
    道有人聲請假扣押時，會搶先將財產先行脫產賣掉。可是法律又明文規定必須送達，即 
    因假扣押裁定書記載：「假扣押裁定內，應記載債務人供所定金額之擔保後，得免為或撤 
    銷假扣押」，也就是說，債務人為防止自己的財產被假扣押後，就可據此擔保，免為或撤 
    銷假扣押的執行。茲詳細說明如下： 
  1.法院實務上此項債務人提出的擔保金額都以債權人請求的金額為主，其理由是因為債務 
    人已經提供了相當的金額後，債權人就不怕將來的執行沒有著落。 
  2.債務人提供擔保的方式，則以假扣押裁定為證明文件，填寫提存書，其方式與作法，都 
    和債權人之假扣押所提供擔保金相似，請地政士們參考該部份就好了。 
  3.「免為假扣押」的意思，是指未開始執行假扣押程序之前，債務人已先行提供相當的擔 
    保時，執行法院就不再對債務人實施假扣押了。「撤銷假扣押」的意思，是指債務人在假 
    扣押實施執行完畢後，才提供相當的擔保，聲請執行法院將假扣押的效力除去，及撤銷 
    之。 
(二)債權人於聲請假扣押，於執行假扣押完畢後，就把系爭案件丟在一邊不管，使得債務人 
    一直沒有辦法處理自己的產業，債務人一時又提不出相當的擔保物，請求法院撤銷假扣 
    押，此時，債務人可以請求准許假扣押的法院，命債權人，在一定的期間內起訴，以促 
    本案作一徹底的解決，該聲請限期起訴聲請狀，容後舉例。如果債權人仍不依限起訴的 
    話，債務人就可以向同一法院請求撤銷假扣押了。 
(三)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530 條規定：假扣押之原因消滅或其他命假扣押之情事變更者，債務 
    人得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 
    債務人得陳明可供法院所定之擔保或將請求之標的物提存，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這些 
    都是能讓債務人免為假扣押的方法，現在分別說明如下： 
  1.假扣押之原因消滅：指債權人主張他的債權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很難執行的情形，而 
    這些疑慮的原因消滅了。 
    例如債權人主張債務人一直在變賣產業，將成為無資力的人，法院相信他的釋明，而做 
    了假扣押的裁定，現在債務人又新購很多的產業，足夠將來執行，這就是假扣押的原因 
    消滅。但是，雖然法律有這項規定，在實務上，假扣押卻都是為債權人先提供了擔保後 
    再准許的，而且購進產業並不排除再脫手的可能，所以只憑這項原因要求撤銷假扣押， 
    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2.情事變更的意思：是據為假扣押裁定基礎的情事有所改變了，前面的「假扣押之原因消 
    滅」，事實上仍是一種情事變更，其他例如聲請假扣押的人，在本案訴訟中敗訴，至於是 
    否要等到本案裁判確定，法院實務上採否定見解（最高法院 29 年上字第 203 號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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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得免或撤銷假扣押」，所指的是免除或撤銷假扣押的強制執行程序，假扣押裁定本身仍 
    然存在。在此處所談論的債務人供擔保或提存的目的，就是撤銷假扣押裁定，他不僅是 
    撤銷假扣押的強制執行程序而已，且也是撤銷假扣押裁定本身。這種方法是因為債務人 
    提出足夠的擔保，通常會獲得法院的准許。 
  4.聲請撤銷假扣押裁定，債務人要向准許假扣押的法院提出，但是在本案已經在繫屬其他 
    法院的情形下，則要向受理本案的法院提出，提出聲請時，要繳交裁判費。 
二、有關於假處分的問題 
  1.假處分是保全金錢請求以外的請求，這種不是金錢請求的請求，經常不是金錢財務所能 
    加以補償的，也就是說擔保的方式並不能達到假處分的保全目的。例如假處分禁止債務 
    人處分所有的漢代漢宮春曉圖。如果准許債務人供擔保後撤銷假處分，債務人其後即將 
    該畫賣掉，此時，債權人雖獲得債務人應該交付該畫的勝訴確定判決，但是已被賣掉， 
    執行落空。因此民事訴訟法第 536 條規定：「非有特別情事，法院不得准許債務人供擔保 
    而撤銷假處分。」 
    有關民事訴訟法第 536 條規定，所謂特別情事之標準，是指債權人如果因為撤銷假處分 
    而受到損害時，能夠以金錢彌補，最重要的是不致因撤銷假處分而喪失債權人當初提供 
    擔保聲請假處分的原來功效。例如假處分禁止債務人所開設的電器行，處分櫥窗內所放 
    的國際牌 32 吋飛蝶轟天雷彩色 LED 影幕電視機壹台，此時法院准許債務人供現金或同一 
    種類、品質、數量的電視機為擔保，而撤銷假處分，債務人在撤銷假處分後，即將店內 
    櫥窗內電視機賣掉，此時，債權人可以就擔保的金額，很容易的可以買到種類、品質與 
    數量相同的 32 吋電視機，像這種情形，就可以歸類為有特別情事之標準。 
  2.另依照民事訴訟法第 533 條規定：「關於假扣押之規定，於假處分準用之…」所以前面之 
    撤銷假扣押之說明裡，在撤銷假處分，仍然可以準用，請各位地政士同業們參考前面說 
    明就可以。 
    至於除非有特別情事的前提存在，法院才會在假處分的裁定書內記載債務人可供所定金 
    額擔保後，得免或得撤銷假處分。 
  3.註解：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各三字，對於初學法律的人或一般人民常常會產生混 
          淆不解的情形。原因在於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的「假」字，經常被解釋成真 
          假之「假」。實則其法律用語，都是來自日本之法律語詞，應該解作暫且，暫時的 
          意思。假扣押就是暫且查封債務人的財產並且禁止債務人處分；假處分、假執行 
          亦都是暫時的為某種處分或某種強制執行。 
          不論是假扣押、假處分抑或假執行，所牽涉到的查封、扣押或強制執行的方法， 
          都是真實而且有效的執行，與判決確定以後所進行的強制執行，並無不同。如果 
          有違背查封或扣押效力的行為，同樣可能受到法律的制裁。因此，假扣押與假處 
          分和一般的強制執行，只有階段性的差別。 
          假扣押和假處分僅止於保全將來強制執行的財產或請求之標的就足夠了。在經查 
          封或扣押以後，原則上，並不繼續實施拍賣、變賣等強制執行程序，要等到本案 
          判決確定或第一審、第二審判決勝訴且有假執行宣告之本案判決後，才可以就已 
          經扣押查封的財產進行強制執行拍賣，並以變價所得來清償所欠的債務。 

本文參考文獻： 
1.吳光陸，金錢債權之確保與實現，茂榮印刷有限公司，台南：民國 77 年 3 月 6 日。 
2.林雲虎，假扣押與假處分，書泉出版社，台北：民國 76 年 6 月。 
3.郭松濤，強制執行，書泉出版社，台北：民國 76 年 6 月。 
4.現代生活法律顧問百科全書編輯委員會，發行人：紀惟一，現代生活法律顧問百科全書， 
  台北：民國 68 年 7 月 13 日。 
5.楊芳婉、潘秀菊、尹章華，生活法律百科、鴻亞出版公司，台北：民國 84 年 6 月。 
6.駱志豪、林吉輝、陳幼麟，現代法律百科，大青印刷有限公司，台北：民國 82 年 9 月 10 
  日。 



彰化縣地政士公會 會刊                                                      288期 

創刊日期：民國 80 年 2 月                                           民國 104 年 4 月 

- 7 - 

判決登記態樣與實務(下) 
文/鄭竹祐 

25.判決共有物分割之應補償人，如取得之不動產分屬不同管轄之登記機關時，應如何連繫辦
理登記事宜？ 

【擬答】 
一、仍應適用 92.6.20 內授中辦地字第 0920082881 號函關於跨所共有物分割事宜，亦即為，

應補償之共有人，其取得土地所管轄之登記機關間，應互相連繫，審核後如無問題應同
時登記，如有瑕疵應同時補正。 

二、實務上曾發生應補償人所取得之土地分別分配於 A、B、C三地政所管轄，但 A所竟未連
繫 B、C所而自行登記，當然是完全錯誤的作法。試想，如 B、C 所管轄之標的無法登記，
則 A所已登記之標的及法定抵押權如何處理？一但遭其他債權人查封拍賣，則彼此間是
否有求償之問題，情況相當複雜。 

三、內政部 92.6.20 內授中辦地 0920082881 號函參照。 

26.原告依判決共割之判決書申請代辦共有人之繼承登記，發覺繼承人已先行自辦繼承登記， 
   然已登記之繼承人與主文諭示不同，應如何處理？ 
【擬答】 
一、共有人死亡後，針對其持分辦理繼承登記，本即為繼承人之權利，無可厚非。 
二、然該死亡之共有人如為判決共割土地之共有人，因主文有諭示辦理繼承之繼承人為何？

故如繼承人已先辦理繼承，可能產生不符之情況，敘明如下： 
    (一)已辦理之繼承人如與主文諭示不同，應先撤銷，重新依主文辦理繼承登記，再續辦

共割。 
    (二)已辦理之繼承人如與主文諭示相同，則可直接續辦共割，不須撤銷。 
三、爭點在於： 
    (一)該撤銷由誰申請？ 
    (二)先辦理繼承之繼承人如與主文相同，但分割繼承由特定人承受，此時應否先撤銷？ 
四、筆者認為： 
    (一)該撤銷應由申請之共有人辦理，登記原因：撤銷權之行使。 
    (二)申請之繼承人與主文相同即可，即使分割繼承由特定人承受，亦僅由該特定人承繼

其共割之效果即可，不須先撤銷。(民事訴訟法 401 條參照) 
五、內政部 86.10.8 台內地 8682708 號函、89.9.6 台內中地 8917185 號函參照。 

27.判決共割確定前，如有部分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已有抵押權設定時應如何處理？ 
【擬答】 
一、此點於民法已有解決機制，亦即，設定人只要通知抵押權人訴訟參加，無論抵押權人是

否參加，該抵押權均會轉載於原設定人取得之土地。 
二、土登 107、內政部 72.4.11 台 72 內 6242 號函參照。 

28.承上，該應有部分如有查封、禁止處分、預告登記時應如何處理？ 
【擬答】 
一、原應有部分如有查封、禁止處分、預告登記時如何處理，分述如下： 
 (一)有查封時：因裁判分割係法院基於公平方法所為之分配，因此，查封如於判決前存在，

表示法院於分配時已考量查封，故僅將查封轉載於債務人取得之土地即可。 
 (二)有禁止處分時：禁止處分通常為稅捐機關所作之囑託，其原理同，將禁止處分轉載於債

務人取得之土地即可。 
 (三)有預告登記時：預告登記對於法院之判決，無排除之效力(土法 79-1 參照)，因此，有

預告登記之土地，得辦理裁判分割。爭議在於，分割後是否應轉載預告登記？筆者認為，
應轉載，主要係基於原物分配之法理，分割前存在於共有人持分之預告登記，分割後轉
載於登記名義人取得之土地上，並無不妥。 

二、土法 79-1 參照。 

29.承上，該抵押權、查封、禁止處分、預告登記等係判決確定後始辦理者，應如何處理？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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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該抵押權、查封、禁止處分、預告登記係判決確定後始辦理者，如處理方式敍明如下： 
 (一)有抵押權時：因該抵押權人並未訴訟參加，不符民法 824-1 及土登 107 之要件，因此，

應依土登 107 條第一項前段之規定，將抵押權人轉載於分割後之各筆土地上，除非有抵
押權人同意書，否則，不可僅轉載於原設定人取得之土地。 

 (二)有查封時：因該查封係於判決後辦理，因此，應由登記機關函詢法院是否有影響，如答
覆無影響始得轉載於債務人取得之土地上，否則即不能辦理登記。 

 (三)有禁止處分時：筆者認為直接轉載即可，不須函詢，亦無必要。 
 (四)有預告登記：比照前題，直接轉載即可。 

30.判決共割時，如部分共有人之持分有查封，分割後未分配土地，應由其他共有人補償，此
時，得否檢附受領證明而免登法定抵押權？ 

【擬答】 
一、此點於法令上並未有明文規定，但答案是，絶不可讓應受補償人出具受領證明而免登法

定權。 
二、簡言之，該應受補償人原持分有查封不能脫產，如應補償人將補償交付應受補償人，則

在該應受補償人未分配土地之情況下，不啻為其脫產。 
三、因此，正確方法應是為其提存，提存書並加註查封文號，債權人得針對該提存物行使權

利，始為正辦。 

31.判決共割之法定抵押權如何辦理塗銷？ 
【擬答】 
與一般抵押權之塗銷大致相同，仍應由抵押權人檢附塗銷同意書辦理，較特殊者在於他項權
利證明書因原未造狀，故不須檢附。 

32.判決分割之土地有建管後興建之建物，應否審查「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証明」？ 
【擬答】 
有建物之建地協議分割時，依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辦法，應有「建築基地法定空地分割證
明」始得分割，然判決分割係因協議不成而訴請裁判故不須審核上開證明即可分割。應注意
者在於因無法審核分割後那一塊土地為建築基地，故原則上每一塊土地都會掛上建築基地之
註記，代表無法興建新房屋。 

33.申請判決共割登記之共有人不願為未會同人繳納登記規費時應如何處理？ 
【擬答】 
一、原則上未會同之共有人，其應繳之登記費、書狀費可以記存，登記於所有權部其他登記

事欄，俟該未會同之共有人來所申請所有權狀時，再予計收。 
二、內政部 84.10.21 台內地 8482352 號函、84.3.6 台內地 8404103 號函、84.11.9 台內地

8415370 號函參照。 

34.已判決分割之土地，於登記前竟參加市地重劃重新分配，該判決書得否持憑辦理判決共割 
   登記？ 
【擬答】 
一、已判決分割之土地，登記前如參加市地重劃，理論上應以重劃後之地號為準辦理判決分

割登記。 
二、但法理上市地重劃後之土地可能另行分配位置，與判決分割之原物分配不同，又倘重劃

後並未分配土地，差額地價已受領，又應如何判決分割？故判決分割後於登記前又重劃，
申請登記時因標的物現況變更，難以登記之可能性很高。 

三、內政部 85.11.8 台內地 8510518 號函參照。 

35.農業區可否透過判決免先申請解除套繪？ 
【擬答】 
一、與第 34 題原理相同，基本上因判決分割係依據公平正義之方法所為裁判，故無須依農業

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12 條規定，須先解除套繪後始得分割，故都市計畫農業區之判決分
割可先辦理後，如符合規定，再解除套繪。 

二、內政部 103.4.29 台內營地 1030804511 號函參照。 

36.農業區可否透過調解免先申請解除套繪？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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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與判決不同，調解有合意之意思，故申請分割時應視為一般協議分割之性質,必須先解除
套繪後始得分割。 

37.判決共割之補償可否以匯票當受領證明？ 
【擬答】 
一、依土登第 100 條規定，判決共割之補償可由受補償人檢附受領之「證明文件」，即可不須

登載法定抵押權。實務上所謂證明文件應係由受補償人出具領證明書、身分證影本、印
鑑證明三者之總和。 

二、然筆者曾受理一種情形，即應補償將補償金額以郵政匯票寄予受補償人，並有回執蓋章，
此時是否屬於一種「受領證明」？筆者係以嚴謹之角度看待，認為既稱「受領」證明，
當然必須百分之百確定當事人已受領，回執之印章如係家人代收蓋印，而事後匯票遺失，
那麼即不能稱為已受領。故筆者認為實務上應不要任意決定受領方式為妥。倘無受領證
明書、身分證影本、印鑑證明等，應依法提存較無爭端。 

三、土登 100 參照。 

38.判決移轉確定後，發覺所有權人已變動，是否仍得辦理判決移轉登記？ 
【擬答】 
一、判決移轉與判決共割不同，前者為給付判決，倘判決確定後，現登記名義人已有異動，

應視其異動之原因而判斷是否可辦理，敍明如下： 
(一)登記名義名人死亡而由繼承人繼承時，因繼承人須概括承受被繼承人之權利義務，因此，

屬民事訴訟法第 401 條所稱當事人之繼承人，故權利人仍可持憑判決書單獨申請移轉。 
(二)登記名義人如已將所有權買賣或贈與他人，因他人不繼受登記名義人之權利義務，因此，

不得辦理登記。有鑑於此，給付訴訟上之原告為避免勝訴後有難以執行之虞，通常先施以
假處分限制移轉。至登記上之審查同仁則必須特別注意，判決移轉之案件如所有權已移轉
他人，該案件不能登記應予駁回。 

二、內政部 73.1.30 台內地 209027 號函、77.6.22 台內地 606584 號函、80.6.27 台內地 940082
號函、63.5.1 台內地 579357 號函參照。 

39.和解共有物分割如有對價補償，應否登記法定抵押權？共有人中如有以應有部份設定抵押
權者，得否依判決之法理逕為轉載抵押權？ 

【擬答】 
一、和解分割即使有對價補償，亦不可登記法定抵押權，理由在於，民法僅針對判決共割之

行為有法定抵押權之設計(民 824 條參照)，因此，判決以外之和解，調解即使於筆錄中
有差額補償之記載，亦不可逕為登記法定抵押權。 

二、依相同之法理，共有人之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後，僅能於「判決」共割登記時逕為轉載
抵押權至原設定人所取得之土地，如屬「和解」、「調解」共割原則上不能轉載抵押權，
理由在於民法對和解、調解共割並無逕為轉載抵押權之規定。 

三、但調解或和解筆錄中，如載明抵押權人同意轉載者，當可逕為轉載，此係因依民法 824-1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之故。 

40.判決移轉應否審核優先購買權？ 
【擬答】 
一、判決移轉登記之原因眾多，應否審核優購權應依下列標準判斷： 
 (一)必須因買賣而判決移轉，其餘法律原因而判決移轉之事件並無須審核。 
 (二)必須判決書並未審核優購權，如法院已審核則登記機關無須重複審查。 
 (三)是否因買賣而判決移轉或法院有無審核優購，應參考判決理由。 
 (四)審查之標準應回到土登 97 條規定。 
二、內政部 81.3.26 台內地 8172206 號函參照。 

41.判決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回復所有權﹞可否由債權銀行申請？ 
【擬答】 
一、大部分之判決塗銷所有權移轉之事件，均針對脫產行為較多，主要係銀行依據民法 244

條塗銷當事人之移轉。 
二、原則上判決登記之申請人為法院諭知勝訴之當事人，因此，債權銀行當然是申請人。實

務上曾發生登記機關認為債權銀行並非脫產行為之當事人(權利人或義務人)，應不得申
請，此點應係錯誤之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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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建有房屋之建地申請調解分割，得否免檢附法定空地分割證明？ 
【擬答】 
一、申請調解分割應否檢附法定空地分割證明，見解有二： 

      (一)否定說：調解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因此，判決分割既然不須檢附法定空地分割
證明，調解分割亦無須檢附。 

    (二)肯定說：調解係雙方當事人各自退讓之意思表示，具有合意之性質，與確定判決之
既判力有所不同，因此，應照一般協議分割之方式，檢附法定空地分割證明。 

二、筆者支持肯定說。事實上，有部分縣市之建管單位甚至發文予調解委員會，必須注意分
割之適法性及法定空地證明之問題，應已表明禁止當事人利用調解行為脫法之立場。 

43.受理調處共有物分割時應否拿「調處確定證明書」？ 
【擬答】 
調處登記之原因證明文件為「調處記錄」，並無「調處確定證明書」此類文件，但調處結果仍
須確定，原則上應由登記機關函詢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如無當事人訴請法院處理，調處即
告確定，可進行登記，否則，應予駁回。 

44.持憑判決袋地通行權之判決書得否辦理判決設定不動產役權？ 
【擬答】 
袋地通行權與不動產役權為完全不同性質之權利，前者為裡地所有權之延伸，並非獨立之權
利，後者為物權之一種，與需役地具有從屬性。因此，不得持憑袋地通行權之確認判決書，
請求判決設定不動產役權。實務上曾有登記機關受理該袋地通行權之判決書登記不動產役
權，而緊急更正塗銷之案例。 

45.主文諭示「被告甲與乙就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所為贈與契約之債權 
   行為，及於 100 年 1 月 14 日所為完成所有權贈與登記之物權行為，均應予撤銷；被告乙 
   應將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於民國 100 年 1 月 14 日以贈與為原因，向彰化縣 00 地政事務所 
   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問應辦理何種登記？ 
【擬答】 
一、應辦理判決回復所有權登記。主要是該物權行為既經塗銷，應回復至移轉前之原狀，故

稱判決回復所有權。此種登記之效果有： 
(一)本次回復免登記費，亦無須申報增值稅、契稅。 
(二)回復前之移轉，如有計收登記費者可退還。 
(三)可向稅捐單位申請退還增值稅、契稅。 
(四)原則上所有欄位均回復成原來狀態，僅有所有權狀應另行造狀，不予回復。 
二、內政部 94.5.9 內授中辦地 0940044433 號函、95.7.20 內授中辦地 0950048420 號函參照。 

46.主文諭示「被告甲應將 A地 00 年 00 月 00 日成立之抵押權設定登記，予以塗銷」，後來抵
押權人死亡，問應否代為申報遺產稅？ 

【擬答】 
一、抵押權之判決塗銷，大部分發生在請求權時效消滅，抵押權除斥期間又完成時，由設定

義務人訴請法院塗銷該抵押權。 
二、抵押權塗銷判決後，如登記前抵押權人死亡，應否先為抵押權之繼承人申報遺產稅，答

案應係否定。因判決確定後，該抵押權暨其擔保之債權均已無效，並不產生抵押權再轉
繼承之問題，因此，無須申報遺產稅。 

三、內政部 68.3.21 台內地 7272 號函、76.9.21 台內地 534294 號函、90.5.9 台內中地 9006984
號函參照。 

47.主文諭示「被告應將 A 地之所有權移轉予原告」，應辦理何種登記？應否報繳增值稅？ 
【擬答】 
一、應辦理判決移轉登記。既為判決「移轉」，當應申報增值稅，基本上僅有判決回復所有權

始得免申報增值稅，其餘包含調解移轉，和解移轉等均應申報增值稅，至調解回復與和
解回復所有權，解釋上如係解除買賣契約之回復，應屬另一次之移轉，不能適用上開回
復之原因。 

二、內政部 94.5.9 內授中辦地 0940044433 號函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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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辦理社團法人之聲請與登記 

蔣龍山∕彰化縣地政士公會第九屆監事‧企業管理系商學士‧法研所法學碩士‧2009

年彰化縣績優地政士‧東洋地政士事務所所長 

法院辦理社團法人登記注意事項(司法院 81 年 8 月 7 日修正公布) 

壹、一般社團法人部分 

一、法院辦理之社團法人登記，以公益社團法人為限(民法§46)。 

二、社團法人登記，分設立登記、變更登記、解散登記、清算人任免及清算終結登記五種。 

三、社團法人登記，由其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所在地之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管轄(民法§48 第 

    二項、民法總則施行法§10 條、非訟事件法§31 條、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26 

    條第二項)。 

四、社團法人設立登記，應由全體董事(理事)添具聲請書提出聲請，並附具下列之章程及文 

    件：(民法§48Ⅱ、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26、人民團體法§17)。 

(一)聲請書應記載之事項： 

  1.設立法人之目的。 

  2.法人之名稱。 

  3.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 

  4.董事(理事)之姓名及住所。設立監察人者，其姓名及住所。 

  5.財產之總額。 

  6.受設立許可之年、月、日(縣市政府設立許可證書)。 

  7.定有出資方法者，其方法。 

  8.定有代表法人之董事(理事)者，其姓名。 

  9.定有存立時期者，其時期(民法§48Ⅰ，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26Ⅰ) 

(二)章程應記載之事項： 

  1.設立法人之目的(宗旨)。 

  2.法人之名稱。 

  3.組織區域。 

  4.會址。 

  5.任務。 

  6.組織。 

  7.會員入會、出會與除名。 

  8.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9.會員代表及董事(理事)、監事之名額、職權、任期及選任與解任。 

  10.會議(會員或會員代表大會召集之條件、程度及其滿意證明之方法)。 

  11.經費及會計。 

  12.章程修改之程序。 

  13.訂定章程之年、月、日。 

  14.其他依法令規定應載明之事項(民法§47、人民團體法§12)。 

(三)應附具文件： 

  1.法人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法人設立文書。 

  2.董事(理事)、監事產生及應備資格之證明文件，董事(理事)、監事願任同意書，及主管 

    機關准許該董事(理事)、監事備案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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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會員名冊或會員代表名冊、財產目錄並其證明文件。所謂財產證明文件，指法人獲准登 

    記成立時，即將該財產權移轉為其所有之承諾書或其他證明文件。(民法§48Ⅰ、非訟事 

件法§32、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26Ⅰ、人民團體法§10、§28)。業已存在之非 

法人團體辦理法人設立登記時，前項董事(理事)、監事，指現任董事(理事)、監事而言。 

    如有疑問，應通知聲請人提出主管機關證明文件。 

五、社團法人設立登記之聲請書應由全體董事(理事)簽名或蓋章，加蓋法人之圖記，並提出 

    該圖記經主管機關製發或核備之證明文件。(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26、人民 

    團體法§17)。 

    法人之圖記，應以主管機關依印信條例製發或核備之圖記為準，其印文應與法人名稱相 

    同。但不以標明「社團法人」為必要。 

    如其圖記未經主管機關製發或核備者，無須蓋用。但應於圖記製發或核備後即向法院登 

    記處補送印鑑，並附送主管機關製發或核備文件之影本。 

六、社團法人變更登記聲請書，應記載原已登記之事項，變更登記之內容，決定變更登記之 

    程序與日期，附具聲請事由之證明文件(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27)。 

    為章程變更之登記者，應附具主管機關許可之證明文件(民法§53Ⅱ)。變更登記聲請書， 

    應由現任董事(理事)半數以上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圖記。 

七、社團法人解散登記聲請書，應記載解散之原因，可決之程序與日期，清算人之姓名、住 

    所，附具證明清算人資格及證明解散事由之文件(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28)。 

    解散登記之聲請書應由清算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圖記(非訟事件法§35)。 

八、清算人任免或變更登記聲請書，應記載清算人任免或決定變更之程序，新任清算人之姓 

    名、住所，附具清算人任免或變更之證明文件(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29)。 

    清算人任免或變更登記之聲請書，應由現任清算人簽名或蓋章，並加蓋法人圖記(非訟事 

    件法§36)。 

九、清算終結登記聲請書，應記載民法§40Ⅰ所定清算人職務執行之情形與清算終結之日期， 

    附具清算各事項已得承認之證明文件。清算終結登記之聲請書應由清算人簽名蓋章(非訟 

    事件法§37、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30)。 

十、社團法人登記應附具之證明文件，其原本須發還者，應提出繕本或影本，由提出人簽名 

    或蓋章，證明與原本無異，並由登記處核對相符後附卷(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 

    §31)。 

十一、登記處於社團法人登記之聲請，查有違反民法總則、非訟事件法或人民團體法者，應 

      令其補正，始行登記(非訟事件法§38)。 

十二、法院登記處於登記前，應就下列事項，審查其有無欠缺(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 

      則§5)： 

    1.法院是否有管轄權。 

    2.聲請書狀是否合於程式。 

    3.聲請登記之事項，是否適於登記。 

    4.應提出之證明文件是否完備。 

    5.所提出之財產目錄，其記載與證明文件是否相符。 

十三、社團法人登記，實質事項之審查，以下列各款為限： 

    1.設立目的是否違反法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2.章程內容是否違反法令或設立目的。 

    3.聲請登記之財產有無不實，但無庸審查其財產來源。 

十四、社團法人之章程內容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認為違反設立目的，不准登記： 

    1.以法人收益之全部或一部歸屬於特定之私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者。 

    2.法人解散時，其賸餘財產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者。 

    3.允許社員或受益人之繼承人繼承其權益者。 

    4.其他顯然不以公益為目的者。(民法§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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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社團法人之設立與登記文件，應經其驗印而未驗印者，應不準 

      登記。 

十六、社團法人登記之聲請，應於收案後三日內登記完畢，其須調查者，應即調查，除有特 

      殊情形，經法院院長核准外，應於七日內調查完竣，並於調查完畢後三日內登記完畢(法 

      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4)。 

十七、聲請不合程式或有其他欠缺而可以補正者，應於收案後三日內酌定期間命其補正，並 

      於補正後三日內登記完畢。逾期不補正者，駁回其聲請。駁回聲請應以處分為之，不 

      得以言詞或退件之方式拒絕受理。前項處分，應以正本送達聲請人，並記明聲請人如 

      有不服，得於送達後 10 日內聲明異議(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6)。 

十八、社團法人登記事件之調查及處理程序，在未為公告前，不得公開之。如以文書為調查 

      者，得斟酌情形以密件處理(非訟事件法§18、非訟事件法施行細則§10)。 

十九、社團法人已登記之事項，登記處應於登記後 3日內公告之。公告應登載該地之新聞紙， 

      並於登記處公告牌公告 7日以上(非訟事件法§39)。 

      設立登記之公告，其主旨欄應記載如下：「主旨：○○○(董事或理事姓名)等聲請辦理 

      ○○○○○社團法人設立登記，業經本院登記處於中華民國○○○年○○月○○日登 

      記於法人登記簿，俟聲請人完成法人登記程序並繳驗財產已移轉為法人所有之證明文 

      件後，發給法人登記證書」。 

二十、社團法人設立登記，經於登記簿記載完畢後，應通知聲請人繳驗聲請登記時附具之財 

      產目錄上法人之財產已移轉為法人所有之證明文件。其財產依法應登記者，並應提出 

      其移轉登記簿謄本。 

      聲請人逾 90 日未繳驗證明文件者，除撤銷其設立登記並公告外，應即通知主管機關， 

      撤銷其設立許可(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32)。 

二十一、社團法人之財產，在設立登記前，業以法人名義登記，並已於聲請設立登記時，提 

        出財產所有權證明文件者，發給法人登記證書時，不必命其提出該項財產移轉登記 

        文件。 

二十二、社團法人之財產，在設立登記前，以法人名義原始取得者(例如自行建築之房屋)， 

        於設立登記時，應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經提出相當之證明文件時，得發 

        給法人登記證書。法人在設立登記前已取得之動產或權利而應為登記者(如汽車、電 

        話、記明股票等)，應向有關機關以法人名義辦理登記，並應提出其登記證明文件。 

二十三、社團法人得為變更登記事項，而聲請變更登記者，如其財產已移轉為法人所有之證 

        明尚未提出時，須於繳驗財產移轉證明文件後，始得准其為變更登記。 

二十四、社團法人因處分財產而為變更登記時，其處分行為如依法令應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者， 

        須提出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文件，始准辦理變更登記。 

二十五、登記處於登記後，已繳驗上述財產移轉證明文件者，應發給法人登記證書。 

        法人設立登記後有變更事項，而聲請變更登記者，登記處於登記完畢後，應換發法 

        人登記證書(非訟事件法§34、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34)。 

二十六、辦理社團法人登記應備置法人登記簽名式或印鑑簿(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 

        §34)。 

       董事(理事)、監事應留存登記處之印鑑或簽名式，若董事(理事)、監事因故不能親赴 

       登記處辦理留存手續，得購用「法人登記簽名式或印鑑卡」用紙，於簽名或加蓋印鑑 

       後提出法院登記處，黏貼法人登記登記簿。 

二十七、社團法人聲請印鑑證明，登記處應於收案後 30 日內發給之。 

二十八、利害關係人請求閱覽或抄錄社團法人登記文件，應在已為設立或變更登記後准許之， 

        並以有利害關係為限。未准為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之文件，利害關係人不得請求閱 

        覽和抄錄。 

貳、政黨社團法人部分 

一、法院受理政黨社團法人登記，除準用上開一般社團法人登記注意事項外，並應注意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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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各項規定辦理(人民團體法§46-1Ⅱ)。 

二、法院辦理政黨法人登記，以合於人民團體法§46-1 所訂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政黨為限( 

    人民團體法§46-1Ⅱ)。 

三、政黨法人設立登記，應由全體相當於一般社團法人董事(理事)之職員(各依其章程所定名 

    稱)添具聲請書提出聲請(人民團體法§17、§46-1Ⅱ、§49、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 

    則§26Ⅱ)。  

四、聲請政黨社團法人登記，應附具下列各項文件：(非訟事件法§32 及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 

    約登記規則§22、§24、人民團體法§17、§46、§46-1、§49)： 

(一)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設立政黨社團法人之文書。 

(二)符合人民團體法§46-1Ⅰ所列各款條件之證明文件。 

(三)相當於一般社團法人董事(理事)、監事之職員(各依其章程所定之名稱)產生暨其應備資 

    格之證明文件、各該職員願任同意書及主管機關准許該職員備案之文件。 

(四)政黨負責人名冊、財產目錄及其證明文件。 

(五)政黨之圖記及相當於一般社團法人董事(理事)、監事之職員(各依其章程所定名稱)其簽 

    名式或印鑑卡。 

五、政黨社團法人依人民團體法§47 但書規定設置分支機構者，應向主事務所所在地法院登 

    記處辦理登記。其分支機構不在同一法院管轄區域內者，除應向主事務所所在地法院登 

    記處辦理法人登記外，並應檢同該法院登記簿謄本及前則所列文件謄本向該分支機構所 

    在地法院登記處辦理登記。(人民團體法§46-1Ⅱ、§47、法人及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 

    §26Ⅱ)。 

六、政黨社團法人登記應於法人名稱上，標明其為社團法人。(人民團體法§46-1Ⅱ、法人及 

    夫妻財產制契約登記規則§21Ⅰ)。 

七、辦理政黨社團法人登記，應備置與一般社團法人分開之法人登記簿及法人登記簽名式或 

    印鑑簿。 

    前項簿冊，其格式準用一般社團法人之規定。(人民團體法§46-1Ⅱ、法人及夫妻財產制 

    契約登記規則§23Ⅰ、§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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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療法治療各類雜症食物療法介紹(續) 
蔣龍山∕本會第九屆監事‧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推拿氣功班第一期‧中藥班第六期‧

企管商學士‧法研所法學碩士‧東洋推拿整復館館長(統一編號 38762534) 
續 287 期： 

八十六、皮膚爛： 

      1.紅丹(中藥店)，痱子粉攪拌(各一半)敷患部。 

      2.黃柏粉，黃琴粉，大黃粉三味各一兩，研末成粉狀用蜂蜜調成漿去敷患部。 

      3.水雞油樹葉或枝搥敷或用苦瓜丹敷。 

八十七、手腋下狐臭： 

      1.饅頭蒸熟熱(黑糖饅頭)，溫熱夾在腋下，約一月可治。 

      2.用較肥薑母搥碎如泥濾汁塗腋下，約一個月可治。 

      3.枯凡一戔，蛤粉，樟腦各五分研磨，塗在腋下。 

八十八、蜂巢英： 

      1.生毛將軍草，糯米飯搥敷患部。 

      2.天仙子浸泡茶水敷。 

      3.竹筍尾段搥敷。 

      4.韮菜搥黑糖敷。 

      5.過手香搥敷及煎服。 

      6.蜂窩性炎：茄子葉煎服，用布濕之。 

八十九、生疔仔： 

      1.地瓜葉搥黑糖敷患處。或用疔草蒲公英(圓葉子)搥敷。 

      2.用正露丸(成藥)，鹽巴一點搥敷。 

      3.小金英之葉子搥汁敷之。 

      4.鹹荔枝幾片搥敷。 

      5.紅甘蔗、檸檬、甘草、葡萄干煎服。 

      6.菊花葉、黑糖搥敷。 

      7.豬膽一粒，鋪在棉花上，敷患部。 

      8.吐肉箭：車前草用鹽水泡後搥敷。 

      9.青春痘：甘草煎濃再煮綠豆吃。 

      10.疔：紫花地丁一兩，白礬、甘草各三錢，金銀花三兩煎服(吃)。 

九十、硬皮症： 

      1.蓖蔴子搥敷(加蜂蜜或茶水各一半)。 

九十一、小兒子懶得吃飯、長不高： 

      1.蛤蜊先浸在水中吐砂之後，再與薑絲一起去炒，乘熱吃。 

      2.蒜頭燉虱目魚肚吃幾次。 

      3.宥骨消草、秤飯藤，燉公雞去吃。 

      4.蛤蜊浸水吐砂後，炒九層塔，酒加一些。 

      5.雞蛋、牛乳、冰糖，每天沖泡一粒雞蛋。 

      6.小孩子長不高：鳳梨、四腳魚(田蛙)用半酒水去燉。 

      7.小孩子長不高：九尾草一斤用火煮煉兩小時後去渣，再去燉鱔魚。 

      8.小孩子長得不好：土雞一隻，白麻仁四兩燉服三次。 

      9.小孩子瘦小：正花生油，每天兩湯匙，吃一段時間，即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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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二、小孩要轉大人： 

      1.九層塔燉土雞(男孩用母雞，女孩用公雞)加酒一些去燉。 

      2.牛圳樟草(牛頓樟草)、秤飯藤各半斤，先煎濃湯後，再去燉土雞。 

九十三、小孩放尿白濁症： 

      1.糙米燉豬腸吃。 

      2.含殼草、赤肉，用第二次洗米水燉服。 

      3.小金英頭(薕力仔草)半酒水，燉豬腸。 

      4.小孩子腳軟無力：土雞蛋兩粒，粉光一錢(將兩粒雞蛋打一小洞入粉光)之後，用刈 

        菜葉子包好，放在木材上烘、烤、焙後拿給孩子吃。 

九十四、小孩急驚風： 

      1.小金英頭、豬腸，半酒水燉服(吃)。 

      2.小兒黃疸：變地錦燉青殼鴨蛋。 

      3.小孩子肚子很大：菜埔(菜頭干)、蒜、辣椒、糖、酒炒一炒，吃飯時當做菜餚，要 

        孩子吃。 

九十五、酸痛： 

      1.九骨刺六兩、大黃草頭三兩，共二味草藥，水六碗煎成三碗服。 

      2.酸藤青燉尾骨吃。 

      3.黃柏粉浸泡紅露酒，每次服用 30c.c.。 

      4.含羞草、大黃草二味各四兩先加水煎濃汁後，再燉尾骨。 

      5.牛乳埔、桑寄生，二味各四兩半酒水燉尾骨。 

      6.白紫蘇、一條根、芙蓉、穿心龍各二兩，水十碗煎成四碗。 

      7.鳳尾草、含殼草、五斤草、宥骨消各二兩，水十碗煎成四碗。 

      8.青梅十斤、糯米醋十瓶、麥芽膏五斤浸泡一年(極效)。 

      9.黃柏粉入糯米管，每次三粒。 

      10.艾草、雙面莿燉尾骨。 

      11.紅田烏、白粗糠各半斤，酒適量，燉尾骨。 

      12.紅江某、弄拉頭、牛乳埔三味草藥加適量酒燉尾骨。 

      13.鹿樹根半酒水燉豬小排。 

      14.全身酸痛：桂枝、牛膝(七)、枸杞、丁豎烏四味燉鰻魚。 

      15.蒜頭燉大骨。 

九十六、骨莿： 

      1.水荖半斤，切片，半酒水燉青殼鴨蛋。 

      2.破布子葉，每次十葉切細，加入鴨蛋用麻油煎。 

      3.黑面馬青草搥敷在患處約二十分鐘發熱就要拿掉，否則會傷及皮膚，等到第二天再 

        敷。如敷腳底亦可以。 

      4.青木瓜去頭尾一粒，米酒一瓶，浸泡一星期可吃，吃五天休息兩天。 

      5.黑骨草、地瓜(甘藷)煎服。 

      6.含羞草四兩燉尾骨加酒燉服。 

      7.白馬屎頭、人參煎服。 

      8.山葡萄、一條根、碎骨補、黃金柱、牛乳埔五味均量燉尾骨。 

      9.五葉蘭(又名白花草、金門草)搥黑糖敷患處。如發熱時就取下，放入冰箱冷藏再敷 

      10.羊母乳草，加冷開水打汁、過濾、加酒，喝二星期。 

九十七、坐骨神經痛： 

      1.小號山葡萄兩斤、一條根一斤慢火煉七小時後撈起渣，剩下藥草液再去燉尾銅骨。 

      2.田薯草用洗米水搥敷 

      3.鐵雨傘、雙面莿各三兩，穿金藤、黃金柱各二兩四味燉尾銅骨。 

      4.紅雞屎藤斤半，水十四碗煎成六碗，再用六碗酒共十二碗去燉尾銅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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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一條根、白紫蘇、白芙蓉、鐵雨傘、紅骨蛇、白穿山龍計六味煎服。 

      6.正紅骨白馬屎頭四兩、一條根二兩、海芙蓉二兩，水十碗煎成三碗，取去渣，放入 

        人參四錢，燉尾銅骨。 

九十八、骨頭疏鬆症： 

      1.蒜頭先除去外膜，再燉大骨。 

      2.山桂花根燉尾骨。 

      3.九頭芙蓉半斤燉尾骨。 

      4.九(狗)尾草、山葡萄(小號)各四兩，加酒燉尾骨。 

      5.蒜頭燉雞腳。 

      6.九(狗)尾草、山芙蓉二味各四兩，1/4 之雞肉燉服。 

      7.固筋骨路：白底木耳煮薑絲。 

      8.骨骼退化：蒜頭一斤，豬後腳大骨打碎一斤加酒慢火控燉三小時。 

      9.龍骨(脊椎)裂開：鹽酸草、醋、麵粉、蛋白四味搥敷三帖。 

      10.紅三七、軟枝宜梧、馬鞍藤、大黃藤四味各二兩，燉尾骨早晚服。 

      11.骨頭腐掉：蒜頭二兩、豆腐乳、油污渣(豬肉商販，要收攤時粘在沾板上之油渣) 

         適量搥敷。 

      12.骨血不通：四物湯燉骨頭。 

      13.關節發炎：臭子仔根(有刺的)半斤，小號的山葡萄半斤，二味煎服連服三帖。 

      14.骨頭有聲：常常吃醋或用醋水沖泡就會改善。 

九十九、五十肩(膏肓)： 

      1.桶鉤藤、雙面莿、土煙頭，三味煎服。 

      2.桑椹根燉豬腸。 

      3.檸檬一粒絞汁，土雞蛋一個，兩個攪和吃。 

一○○、閃腰： 

      1.六角英，切細搥汁加酒及蜜服用。 

      2.接骨銅(草藥名)，青殼鴨蛋，酒燉之，服兩帖。 

      3.萬年松，綠竹葉各三錢，無名異五錢，三味半酒水煎服。 

      4.馬茶金草，蛋二粒，煎苦茶油吃。 

      5.夏枯草一‧五兩加酒煎服。 

      6.金絲薄荷絞汁半碗服用。 

      7.青綠豆粉，青蝦仁做丸煮吃。 

      8.羊母乳草(豬母乳)絞汁加蜜，服用二次。 

      9.香蕉乾葉，燒灰，沖酒服。 

      10.秤飯藤軟尾切細，炒麻油加酒糖服。 

      11.茶枝，用酒沖泡，服用二次。 

      12.牛乳埔，桑寄生二味煎服。 

      13.變地錦切細煎蛋吃。 

      14.珠仔草一把，用第二次洗米水煎服。 

      15.鐵牛入石(青草名)一兩，豬尾一支半酒水燉服。 

      16.莿蔥頭一斤，半酒水燉肉服。 

      17.當歸剪細，用雞蛋煎麻油吃。 

      18.牛圳(頓)樟草適量煎濃後去渣，加地瓜(甘藷)煮吃。 

      19.白五爪蓉切細煎服。 

      20.生豬尾一支，青木瓜一個，二味去燉。(豬尾煮熟後沾鹽巴吃) 

      21.黃水茄頭五兩，赤肉二兩，半酒水燉服。 

      22.胸痛：白馬蜈蚣草，小金英，二味煎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