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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第151期稅務地政法令彙刊 

出刊日期：103.01.20 
中央法規 
※修正「民法」第一千零五十五條之一條文 

民國 102年 12 月 11 日華總一義字第 10200225201 號總統令 

茲修正民法第一千零五十五條之一條文，公布之。 

民法修正第一千零五十五條之一條文 

第一千零五十五條之一 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依子女之最佳利 

益，審酌一切情狀，尤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子女之年齡、性別、人數及健康情形。 

二、子女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 

三、父母之年齡、職業、品行、健康情形、經濟能力 

    及生活狀況。 

四、父母保護教養子女之意願及態度。 

五、父母子女間或未成年子女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 

    之感情狀況。 

六、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年子女權利義 

    務行使負擔之行為。 

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 

  前項子女最佳利益之審酌，法院除得參考社工人員 

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 

警察機關、稅捐機關、金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 

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識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 

調查之結果認定之。 

 

※修正「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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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貸款辦法」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民國 102年 12 月 13 日農金字第 1025080605 號令 

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辦法 
第 十六 條  借款人申借本貸款時，應填寫貸款申請書及農業經 

營計畫書，載明其所有耕地或農業用地之座落、面積 

及供作農業使用之項目，並依其申請資格條件檢具相 

關文件或資料，向貸款經辦機構申請： 

一、購置耕地： 

（一）借款人戶籍謄本、電子戶籍謄本或戶口名 

      簿影本。 

（二）買賣契約書或其他足資證明其買賣事實及 

      對價之文件。 

（三）全戶原有耕地土地清冊、地籍圖及土地登 

      記謄本。 

（四）購置耕地之地籍圖、土地登記謄本及地價 

      證明資料。 

（五）購置離農轉業之全部耕地者，另須檢附賣 

      方財產歸戶資料或其他足資證明離農轉業 

      農戶釋出全部耕地文件。 

二、交換耕地： 

（一）借款人戶籍謄本、電子戶籍謄本或戶口名 

      簿影本。 

（二）契約書或其他足資證明其交換事實及對價 

      之文件。 

（三）交換雙方耕地之地籍圖、土地登記謄本及 

      地價證明資料。 

（四）交換離農轉業之全部耕地者，另須檢附賣 

      方財產歸戶資料或其他足資證明離農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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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戶釋出全部耕地文件。 

三、繼承農業用地： 

（一）借款人戶籍謄本、電子戶籍謄本或戶口名 

      簿影本及繼承人系統表。 

（二）現金補償有關協議證明文件。 

（三）繼承農業用地之地籍圖、土地登記謄本及 

      地價證明資料。 

前項農業經營計畫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另定之。 

 

※修正「國有非公用不動產租賃作業程序」部分 

  規定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民國 102年 12 月 20 日台財產署管字第 10240030520 號令 

修正「國有非公用不動產租賃作業程序」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

效。 

  附修正「國有非公用不動產租賃作業程序」部分規定 

國有非公用不動產租賃作業程序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執行國有非公用不動 

產租賃事宜，依國有財產法施行細則第七十四條規定，訂定 

本作業程序。 

二、國有非公用不動產租賃作業，除法令另有規定外，由本署所 

    屬分署（以下簡稱出租機關）依本作業程序辦理。 

三、本作業程序規定應檢附之身分證明文件，指下列文件： 

（一）自然人：身分證影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二）法人：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影本及其代表人資格證明影 

      本，或法人設立或變更登記表影本。 

（三）其他：主管機關立案或核備文件。 

申租人委託他人申請者，應檢具委託書或於申請書載明委託 

關係，並檢附受任人身分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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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本作業程序規定申租人應檢附之房地登記謄本、地籍圖謄本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及戶籍證明文件，出租機關能 

以電子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由申租人檢附，並由出租機關 

列印查詢文件併案存檔。 

十、申租人依國產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民國八十二 

年七月二十一日前已實際使用，並願繳清歷年使用償金者） 

申租國有非公用不動產，應填具申請書、檢附身分證明文件 

及國有非公用不動產出租管理辦法（以下簡稱出租管理辦法 

）第二十一條規定之實際使用時間證明文件、房地登記謄本 

、地籍圖謄本、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八個月內）， 

並視申請類別檢附下列證明文件： 

（一）房屋或房地： 

１、申租人實際使用之切結書。 

２、申租人於民國八十二年七月二十一日前已設籍於 

    該房屋至今之戶籍證明文件影本。 

３、申租人以被繼承人於民國八十二年七月二十一日 

    前已實際使用事實申租者：被繼承人於民國八十 

    二年七月二十一日前已設籍於該房屋之戶籍證明 

    文件影本，及申租人於繼承開始日前已設籍於該 

    房屋至今之戶籍證明文件影本。 

４、房屋坐落基地非屬國有者，應加附載明「自行解 

    決基地使用權問題，且基地所有權人請求給付使 

    用補償金及損害賠償時，概由申請人負擔」之切 

    結書及承購國有非公用不動產申請書。 

（二）基地： 

１、地上建築改良物已辦理所有權登記者：所有權狀 

    影本或登記謄本。 

２、地上建築改良物未辦理所有權登記者：蓋有印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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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之建築改良物確屬申租人所有切結書及印鑑證 

    明。但申租人親自到場簽章者，得免附印鑑證明 

    及蓋用印鑑章。 

（三）造林地： 

１、位置圖。 

２、造林計畫書：計畫書內容應載明土地坐落、造林 

    樹種、主伐年期、造林期限、造林面積及申租人 

    相關資料。 

３、申租人為現使用人之切結書。 

４、承租土地位於山坡地者，應附未逾山坡地保育利 

    用條例第二十條規定面積上限切結書。 

（四）農作地、畜牧地、養殖地： 

１、申租人為現使用人之切結書。 

２、承租土地位於山坡地者，應附未逾山坡地保育利 

    用條例第二十條規定面積上限切結書。 

前項切結書應載明：切結事項有不實時，已繳納之使用補償 

金及租金等不予退還，並應負相關法律責任。 

  申租人係繼受使用者，應檢附下列文件之一： 

（一）經公證人公證或認證之權利移轉相關證明文件。 

（二）經申租人與讓與人共同說明其繼受關係，並經公證人 

      公證或認證之文件。 

（三）載明「確與讓與人間有繼受關係，如有虛偽不實，無 

條件同意出租機關撤銷租約，除願負法律責任，並交 

還土地外，所繳租金及歷年使用補償金等費用不要求 

退還，絕無異議」並經公證人認證之切結書。 

  第一項實際使用時間證明文件，係檢附當地村里長、毗鄰土 

    地所有權人或毗鄰土地承租人之保證書申租者，保證書應載 

    明下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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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保證人。 

（二）申請承租之土地標示（含縣市、鄉鎮市區及地段、地 

      號）、坐落之村里。 

（三）被保證人實際使用申請承租土地之時間、使用類別。 

（四）保證人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日期、住址及身 

      分（如○○村《里》長、毗鄰○○地號土地所有權人 

      或承租人），並檢附身分及資格證明文件。 

（五）出具保證書日期。 

    前項第四款所稱之資格證明文件如下： 

（一）保證人為村里長者，為政府機關出具於民國八十二年 

      七月二十一日前任職村里長證明文件影本。 

（二）保證人為毗鄰土地所有權人者，為民國八十二年七月 

      二十一日前已取得該毗鄰土地所有權之權狀影本或土 

      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三）保證人為毗鄰土地承租人者，為民國八十二年七月二 

      十一日前已承租該毗鄰土地租約影本、土地登記謄本 

      及地籍圖謄本。但毗鄰土地係向出租機關租用者，得 

      免予檢附租約影本。 

第四項保證書之格式，由本署定之。 

二十、申租不動產，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認屬有預定用途、使用 

計畫或其他處理方式者，申租案依出租管理辦法第二十四 

條第五款規定註銷： 

（一）行政院、財政部或本署核示用途、計畫或處理方式 

      者。 

（二）政府機關有保留公用需要者。 

（三）政府機關申請撥用者。 

（四）出租機關有開發、使用或標售、讓售等處分計畫， 

      並經權責機關核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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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不動產出租之期限如下： 

（一）房屋：五年以下。 

（二）建築基地：二十年以下。 

（三）農作地、畜牧地：十年以下。 

（四）養地、養殖地：十年以下。 

（五）礦業用地：十年以下。 

（六）造林地：十年以下。 

（七）其他土地：十年以下。 

租約起訖日期，依下列方式於租約內訂明： 

（一）申租時已實際使用不動產者，起租日期為受理申 

      租案之次月一日。 

（二）申租時尚無使用事實時，起租日期為簽訂租約之 

      次月一日。 

（三）租期屆滿日：基地由本署統一訂定之；其他不動 

      產，由出租機關自行訂定之。 

第一項土地出租期限超過十年者，出租機關應先報經財 

政部核准後辦理出租，並應於每年六月及十二月底就當 

期出租案件列冊報本署，依國產法施行細則第四十九條 

規定層報行政院備查。 

三十一、接管他機關移交以標租、標租以外方式出租之國有不動 

產或抵繳稅款之出租不動產，於租賃關係存續期間，得 

通知承租人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原租約，依原租約內容 

（含租金、租期等）換訂本署租約。 

三十五、租賃關係存續期間，承租人死亡，繼承人應於繼承開始 

之日起六個月內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文件申請繼承換 

約： 

（一）原租約。 

（二）被繼承人死亡時之戶籍證明文件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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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繼承人現在之戶籍證明文件影本。 

（四）繼承系統表。 

（五）繼承人有拋棄繼承者，須附法院核備公函。被繼 

      承人於民國七十四年六月五日以前死亡者，應附 

      繼承權拋棄書及拋棄人印鑑證明。 

（六）為房屋或房地租約者：於繼承開始日前已設籍於 

      該房屋至今之戶籍證明文件影本，及實際使用之 

      切結書。 

（七）為農作地、畜牧地、養殖地或養地租約者： 

１、現使用人之切結書。 

２、承租土地未逾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第二十條 

    規定面積上限切結書。 

（八）為造林地租約者： 

１、現使用人之切結書。 

２、承租土地未逾山坡地保育利用條例第二十條 

    規定面積上限切結書。 

３、以林業經營方式造林使用切結書。 

（九）分割遺產者，須附蓋有印鑑章之分割協議書及印 

      鑑證明。 

前項第四款繼承系統表，應加註「如有遺漏或錯誤，致 

他人受損害者，申請人願負法律責任」字樣，並簽名或 

蓋章。 

第一項第四款、第五款及第九款文件，如屬租賃基地， 

其地上建築改良物已辦竣繼承登記者，得免檢附。 

因部分繼承人行方不明，或拒予合作，無法依第一項規 

定申請繼承換約者，得視申請類別由部分繼承人切結並 

同意於租約約定下列事項後，以全體繼承人名義申租： 

（一）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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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對租約所定其他繼承人應負擔事項負連帶責 

    任。 

２、全體繼承人應共同申購，不單獨請求讓售， 

    並不請求增、改、新建地上建築改良物。 

（二）其他土地：對租約所定其他繼承人應負擔事項負 

      連帶責任。 

四 十、承租人依前點規定申請續租換約時，應備具申請書，檢 

附原租約（驗畢後得發還）、身分證明文件並視申請類 

別檢附下列文件： 

（一）基地：承租人為地上建築改良物所有人之切結書 

      。 

（二）房屋： 

１、承租人為現使用人之切結書。 

２、承租人設籍於該房屋之現戶戶籍證明文件影 

    本。 

（三）其他土地： 

１、承租人為現使用人之切結書。 

２、承租土地位於山坡地者，應附未逾山坡地保 

    育利用條例第二十條規定面積上限切結書。 

３、租用造林地者，以林業經營方式造林使用切 

    結書。 

前項第一款、第二款第一目及第三款第一目應檢附之切 

結書，於申請書之承諾事項欄具結者，免予檢附。 

第一項換約案件，得免辦勘查。 

四十四、基地承租人為建築需要，應先向出租機關申請發給土地 

使用權同意書，憑以請領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後再行建 

築。 

前項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之核發，除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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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地應依第二十六點規定辦理或另有規定外，出租機關 

得依下列原則辦理： 

（一）依國產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規定 

      出租者： 

１、承租人承租總面積在三百平方公尺以下者， 

其為改善生活需要，同意在承租範圍，最高 

以原有房屋樓層數加建一樓之方式辦理增建 

、改建、修建或新建；承租總面積三百平方 

公尺以上者，僅同意承租人修建。倘承租基 

地上有樓層數不同之房屋，且為同一人所有 

，得同意以原有房屋樓層數最高者加建一層 

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２、建築基地（含建築改良物本身所占之地面及 

其所應留設之法定空地）範圍，除承租土地 

，尚包括私有土地或其他公有土地者，不予 

同意。 

３、承租基地作下列各種使用，且為承租人單一 

主體使用者，得予同意，不受第一目、第二 

目規定限制： 

（１）公用事業。 

（２）財團法人或公益性社團法人之事業。 

（３）外交館舍或外僑學校。 

（４）政府輔導之重大投資事業。 

４、承租人為原國營事業民營化後之公司，承租 

  之基地係於民營化時未作價投資，且為其公 

  司事業單一主體使用者，得予同意，不受第 

  一目、第二目規定限制。 

（二）依國產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出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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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讓售法源為同法第五十條、第五十一條、第 

五十二條之一第一項第六款及同法施行細則第五 

十五條之一第三項第三款、第四款、同法第五十 

二條之一第二項或其他法律，且為單一主體使用 

者，得予同意。 

（三）承租人如有欠租或已辦理分期繳交使用補償金者 

    ，應先繳清後，再予以同意。 

（四）一筆土地僅部分出租者，應先辦理地籍分割，始 

   得同意承租人增建、改建、修建或新建。但依法 

   令規定無法辦理分割者，僅得同意承租人修建。 

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格式由本署定之）之核發應一式二 

份，一份交承租人，一份併出租案備查，其有效期間最 

長以一年為限，且不得超過租期屆滿日。 

承租人就申租時既有之建築改良物申請補辦建築執照者 

，得同意核發，不受第二項限制。 

接管他機關移交以標租以外方式出租之國有土地，已換 

訂本署租約，其出租目的係供承租人建築房屋使用，且 

租約無禁止或不得增建、改建、修建或新建之約定者， 

得依第二項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及第四項規定辦理 

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事宜。 

五十六、租金如有調整，應通知承租人按調整後標準繳納之。 

前項租金調整通知，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公告：由本署於本署網站或報紙公告。 

（二）通知：由出租機關以書面通知承租人。 

（三）通知及公告內容應敘明： 

１、調整租金之法令依據。 

２、新調整租金之開始日期。 

３、通知部分並應加敘調整後租金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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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十一、出租機關應按承租戶及其租約類別，建立應收租金資料 

，並視實際情況依下列收租方式辦理： 

（一）臨櫃繳納：承租人到出租機關繳納。 

（二）郵政劃撥：由出租機關於當地郵政公司設立帳戶 

      ，由承租人劃撥繳納。 

（三）轉帳代繳：由承租人或第三人授權於本署指定之 

      金融機構帳戶自動扣繳。 

（四）委託金融機構、農會、郵政公司或普遍設立連鎖 

      營業場所代收。 

  出租機關必要時，得派員向承租人收取租金。 

六十二、收租單位收取租金時，應開立自行收納款項統一收據聯 

單（以下簡稱聯單），第一聯為收據聯、第二聯為報核 

聯、第三聯為存根聯，並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臨櫃繳納者，聯單預先印有機關首長與主辦主計 

人員印模，使用時由收租單位依據租金資料填製 

及蓋章後，抽存第三聯，其餘二聯交由繳款人持 

向出納人員繳交，出納人員收款後，加蓋收款單 

位印戳，及經收人印章（未經加蓋者無效）將第 

一聯交繳款人收執，第二聯附報表處理。 

（二）郵政劃撥者，收租單位於收到郵局日結單及劃撥 

通知單後，應按戶登帳，並填製聯單及郵政劃撥 

繳款明細清冊乙式三份，一份存查、一份送出納 

、一份送主計單位。 

（三）委託金融機構辦理租金自動扣款者，於收到代扣 

款資料後，應按戶登帳，並填製聯單及繳款明細 

清冊乙式三份，一份存查、一份送出納、一份送 

主計單位。 

（四）委託金融機構、農會、郵政公司或普遍設立連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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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場所代收者，其辦理方式另行訂定。 

  出租機關派員向承租人收取租金者，聯單預先印有機 

關首長與主辦主計人員印模，使用前由收租單位根據租 

金資料填製聯單，交由收租人員持赴現地向承租人收取 

租金，收租人員收款後，加蓋收款單位印戳及收租人員 

印章（未經加蓋者無效）將第一聯交繳款人收執，其餘 

二聯攜回，連同所收租金辦理解繳作業。 

  租金係以支票繳交者，應以國內金融機構之即期支票 

為之，並於聯單上加蓋「本收據俟支票兌付後生效」戳 

記，其以遠期支票預繳租金者，其到期日不得逾租金應 

繳日期，收租單位並應填製「保管遠期支票清單」三聯 

後併交出納人員保管，到期兌現後再依第一項第一款方 

式辦理收款事宜。 

六十四、收租單位應逐日編製日結單核對帳目，並逐日列印繳款 

書稽核表連同繳款書及聯單報核聯送主計單位查核。 

六十六、出租機關應於每年年度開始，於前一年度孳息收入完成 

出納收款後即繕製欠租清冊，並於每年二月底前擬定催 

收計畫各一式二份，一份列管催收；一份報本署備查。 

  欠租之收繳，依權責發生數歸解欠租年度。 

 第一項欠租清冊所列欠租金，如有因公司解散、停業 

或當事人行方不明致無法收訖、依法取得債權憑證、帳 

載錯誤等情形者，出租機關應依規定檢同有關證件及敘 

明原因，逐案或彙整分別列冊報本署辦理註銷欠租事宜 

。 

六十九、聯單由出租機關統一印製，交由出租機關主計單位保管 

，設簿登記，收租單位需用時，簽經核准後，依照編號 

次序領用。 

  主計單位應不定期抽查業務單位使用聯單情形，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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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單位編造領用聯單季報表及註銷清冊列管，對應予 

註銷之聯單，每年由業務單位會同主計單位辦理銷毀。 

七十、出租機關應於每月終了後，編製租賃工作月報表，彙整後 

      於次月十五日前，報本署查核。 

七十一、辦理國有非公用不動產租賃作業所需之申請書、簽核表 

、租期超過十年出租案件清冊、租賃契約書、欠租清冊 

及租賃工作月報表等書表格式，由本署另定之。 

※修正「市地重劃實施辦法」 

內政部民國 102年 12 月 23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2412 號令 

修正「市地重劃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市地重劃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市地重劃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二 條  市地重劃由中央、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 

  前項主管機關為協調推動市地重劃，應遴聘（派） 
專家學者、重劃區所在地鄉（鎮、市）長及相關機關 
代表，以合議制方式辦理之。 

第 四 條  實施重劃期間，由主管機關於重劃計畫書公告確定 
後三十日內，將重劃區內土地列冊送交該管稅捐稽徵 
機關依法減免地價稅或田賦。 

第 七 條  重劃地區範圍應儘量配合都市計畫之閭鄰單位辦理 
，其邊界並應依下列原則劃定： 
一、明顯之地形、地物。 
二、非屬整個街廓納入重劃區者，依街廓分配線。 
三、計畫道路中心線。但路寬在八公尺以下或都市計 
    畫附帶以市地重劃方式開發者，得將道路全寬納 
    入重劃區。 
  都市計畫指定整體開發之地區，其以市地重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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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者，應以都市計畫指定整體開發地區為重劃地區 
範圍，並得依都市計畫劃定之開發分區辦理市地重劃 
；其經依第八條評估實施市地重劃確有困難者，應檢 
討都市計畫後再行辦理重劃。 

第九條之一  （刪除） 
第 十一 條  下列事項非屬本條例第五十九條第一項規定公告禁 

止或限制事項： 
一、土地繼承登記。 
二、建物及其基地登記。 
三、因抵繳遺產稅土地所有權移轉國有登記。 
四、因強制執行、土地徵收或法院判決確定，申請登 
    記。 
五、共有土地因實施耕者有其田部分徵收放領，辦理 
    持分交換移轉登記。 
六、申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登記。 
七、抵押權讓與登記。 
八、實施重劃本身所必要之作業。 
  本條例第五十九條第二項所稱禁止或限制期間一年 
六個月為期，指各禁止或限制事項，不論分別或同時 
辦理公告禁止或限制，其全部期間合計不得超過一年 
六個月。 

第 十二 條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依本條例第五十九條報經上 
級主管機關核定及公告禁止或限制事項後，應將重劃 
區土地列冊送該管登記機關，將禁止土地移轉、分割 
或設定負擔事項，加註於土地登記簿，並通知有關機 
關對重劃區內建築改良物之新建、增建、改建或重建 
及採取土石或變更地形等事項加以管制，於禁止或限 
制期限屆滿時，立即通知註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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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公告禁止或限制事項，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應以書面通知土地、建物所有權人或使用人。 

第 十四 條  重劃地區選定後，主管機關應舉辦座談會，並擬具 
市地重劃計畫書，報請上級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座談會主管機關應以書面載明下列事項，通知 
土地所有權人： 
一、重劃區範圍及總面積（附範圍圖）。 
二、公共設施用地負擔項目及其概略面積。 
三、舉辦重劃工程項目。 
四、重劃經費負擔概算及負擔方式。 
五、預計重劃平均負擔比率。 
  第一項重劃計畫書應記載下列事項： 
一、重劃地區及其範圍。 
二、法律依據。 
三、辦理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四、重劃地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其土地所有權人 
    總數。 
五、重劃地區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土 
    地面積。 
六、土地總面積：指計畫範圍內之公、私有土地面積 
    及未登記地之計算面積。 
七、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包括土地所有權人共同 
    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面積及平均負擔比率 
    。 
八、預估費用負擔：包括土地所有權人共同負擔之工 
    程項目及其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利息之總額與 
    平均負擔比率。 
九、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率概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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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負擔減輕 
    之原則。 
十一、財務計畫：包括資金需求總額、貸款及償還計 
      畫。 
十二、預定重劃工作進度表。 
十三、重劃區範圍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 
  前項第七款至第九款之計算式如附件一；依第十款 
減輕之重劃負擔，不得因此增加其他土地所有權人之 
負擔。 
  依本條例辦理重劃，如為申請優先實施重劃或有超 
額負擔者，重劃計畫書應記載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辦理 
情形及處理方法。 

第 十五 條  依本條例辦理市地重劃計算重劃人數及面積時，除 
下列規定外，以土地登記簿記載者為準： 
一、公同共有土地，應以其同意超額負擔或參加重劃 
之公同共有人數為其同意人數，並以其占該公同 
共有全體人數之比率，乘以該公同共有部分土地 
面積所得之面積為其同意面積。 

二、祭祀公業或未辦理繼承登記土地，經其派下員或 
合法繼承人提出該祭祀公業派下全員證明文件或 
全體合法繼承人戶籍資料者，其同意人數及面積 
比照前款計算方式辦理。但未提出證明文件或戶 
籍資料者，以土地登記簿上登記名義人為單位計 
算之。 

三、信託土地，以登記機關信託專簿所載各契約之委 
    託人及面積為準。 

第 十六 條  重劃計畫書經核定後，主管機關應即依法公告，及 
通知土地所有權人，並舉行說明會，說明重劃意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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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要點。 
  土地所有權人對重劃計畫書有反對意見者，應於公 
告期間內以書面載明理由與其所有土地坐落、面積及 
姓名、住址，於簽名或蓋章後，提出於主管機關為之。 

第 二十 條  重劃前後之地價應依下列規定查估後，提請地價評 
議委員會評定之： 
一、重劃前之地價應先調查土地位置、地勢、交通、 
使用狀況、買賣實例及當期公告現值等資料，分 
別估計重劃前各宗土地地價。 

二、重劃後之地價應參酌各街廓土地之位置、地勢、 
交通、道路寬度、公共設施、土地使用分區及重 
劃後預期發展情形，估計重劃後各路街之路線價 
或區段價。 

第二十一條  土地所有權人依本條例第六十條規定，應共同負擔 
之項目如下： 
一、公共設施用地負擔：指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 

路、溝渠、兒童遊樂場、鄰里公園、廣場、綠地、 
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車場、零售市場等十項 
用地，扣除重劃區內原公有道路、溝渠、河川及 
未登記地等土地後，由參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按 
其土地受益比例所算得之負擔。 

二、費用負擔：指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利息， 
由參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依其土地受益比例，按 
評定重劃後地價折價抵付之負擔。 

  前項第一款所定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路，包括 
道路之安全島、綠帶及人行步道；所稱重劃區內供公 
共使用之溝渠，指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所劃設供重劃 
區內公共使用之排水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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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項第一款所列舉十項用地，不包括下列用地： 
一、重劃前業經主管機關核准興建之兒童遊樂場、鄰 

里公園、廣場、綠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 
車場、零售市場等八種用地。 

二、重劃前政府已取得者。 
  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工程費用，指道路、路燈、橋樑 
、溝渠、地下管道、鄰里公園、廣場、綠地等公共設 
施之規劃設計、施工、整地、材料、工程管理費用及 
應徵之空氣污染防制費。 

第三十一條  重劃後土地分配之位置，以重劃前原有土地相關位 
次分配於原街廓之面臨原有路街線者為準，其調整分 
配方法如下： 
一、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有數宗土地，其每 
宗土地應分配之面積已達原街廓原路街線最小分 
配面積標準者，除依第二十二條規定辦理外，應 
逐宗個別分配；其未達原街廓原路街線最小分配 
面積標準者，按應分配之面積較大者集中合併分 
配。但不得合併分配於公共設施用地及依法不能 
建築之土地。 

二、同一土地所有權人在重劃區內所有土地應分配之 
面積，未達或合併後仍未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 
積標準二分之一者，除通知土地所有權人申請與 
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合併分配者外，應以現金補償 
之；其已達重劃區內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 
者，得於深度較淺、重劃後地價較低之街廓按最 
小分配面積標準分配或協調合併分配之。 

三、同一宗土地跨占分配線兩側，其各側應分配之面 
積已達原街廓原路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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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分配線兩側個別分配之；其中一側應分配之面 
積，未達原街廓原路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者， 
應向面積較大之一側合併分配之。 

四、分別共有土地，共有人依該宗應有部分計算之應 
分配面積已達原街廓原路街線最小分配面積標準 
，且經共有人過半數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數之 
同意或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之同意者，得 
分配為單獨所有；其未達原街廓原路街線最小分 
配面積標準者，得依第二款規定辦理或仍分配為 
共有。 

五、重劃前已有合法建築物之土地，其建築物不妨礙 
都市計畫、重劃工程及土地分配者，按原有位置 
分配之。 

六、重劃區內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除道路、溝 
渠用地外，在重劃前業經主管機關核准興建者， 
應仍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 

七、重劃前土地位於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或非共 
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經以公有土地、抵費地 
指配者，其分配位置由主管機關視土地分配情形 
調整之。 

  重劃前各宗土地如已設定不同種類之他項權利，或 
經法院查封、假扣押、假處分、破產登記或其他依法 
律所為禁止處分之登記者，不得合併分配。 
  主管機關辦理市地重劃時，為配合整體建設、大街 
廓規劃或興建國民住宅之需要，得經協調後調整相關 
土地分配位次，不受第一項分配方法之限制。 
  重劃前政府已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已依計畫闢建 
使用，且符合本條例施行細則第八十二條第一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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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路、溝渠、河川等用地，依本條例第六十條第一 
項規定辦理抵充；其餘不屬該條款用地仍按原位置、 
原面積分配，不得辦理抵充。 

第三十五條  主管機關於辦理重劃分配完畢後，應檢附下列圖冊 
，將分配結果公告於重劃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 
）公所三十日，以供閱覽： 
一、計算負擔總計表。 
二、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 
三、重劃後土地分配圖。 
四、重劃前地籍圖。 
五、重劃前後地號圖。 
六、重劃前後地價圖。 
  主管機關應將前項公告及重劃前後土地分配清冊檢 
送土地所有權人。 
  土地所有權人對於第一項分配結果有異議時，得於 
公告期間內向主管機關以書面提出異議。未提出異議 
或逾期提出者，其分配結果於公告期滿時確定。 
  主管機關對於土地所有權人提出之異議案件，得先 
予查處。其經查處結果如仍有異議者或未經查處之異 
議案件，應依第二條規定以合議制方式予以調處；調 
處不成者，由主管機關擬具處理意見，連同調處紀錄 
函報上級主管機關裁決之。但分別共有之土地依第三 
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調整分配為單獨所有者，共 
有人如提出異議，主管機關得不予調處，仍分配為共 
有。 

第三十八條  依本條例第六十二條之一規定，應行拆遷之土地改 
良物或墳墓，以有妨礙重劃土地分配或重劃工程施工 
所必須拆遷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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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因重劃拆遷之土地改良物或墳墓，應給予補償 
。補償金額由主管機關查定之，於拆除或遷移前，將 
補償金額及拆遷期限公告三十日，並通知其所有權人 
或墓主；其為無主墳墓者，得以公告代通知。 
  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或墓主不於規定期限內自行拆 
除或遷葬者，其補償金額依下列規定處理： 
一、代為拆除費用應在土地改良物拆除補償金額內扣 
    回。 
二、代為遷葬費用在墳墓遷葬補償金額內扣回。 
三、經依前二款規定扣回後，如有餘額，依第五十三 
條之一規定存入專戶保管；其無法扣回者，依行 
政執行法規定向義務人徵收之。 

  土地改良物所有權人或墓主對於補償金額有異議時 
，得於公告期間內以書面向主管機關提出，經主管機 
關重新查處後，如仍有異議，主管機關應將該異議案 
件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 
  前項異議內容如為漏估原公告清冊內未載之地上物 
，須進行補估時，仍應依第二項及前項規定踐行公告 
三十日及受理異議之程序。 

第 四十 條  前條重劃工程之施工，應於重劃計畫書公告確定及 
其土地改良物或墳墓補償金額經領取或存入專戶保 
管後為之。 
  重劃工程完竣後，各項公共設施應依有關法令規定 
交由各該主管機關接管並養護之。 

第五十二條  重劃後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 
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土地接管後三十日內通知土地所有 
權人，就其超過部分按評定重劃後地價限期繳納差額 
地價；逾期未繳納者，依法移送強制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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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劃後實際分配之土地面積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 
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土地接管後三十日內通知土地所有 
權人，就其不足部分，按評定重劃後地價發給差額地 
價補償；逾期未領取者，依第五十三條之一規定存入 
專戶保管。 

第五十三條  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應分配之土地面積未達重劃區 
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而不能分配土地時，主管 
機關應於重劃分配結果公告確定之次日起六十日內， 
以其重劃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評定重劃後地價發給現 
金補償。但重劃範圍勘定後，除因繼承或強制執行者 
外，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分割土地，致應分配土地面積 
未達重劃區最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者，以其重劃 
前原有面積按原位置評定重劃前地價發給現金補償； 
逾期未領取者，依第五十三條之一規定存入專戶保管 
。 
土地所有權人重劃後應分配土地面積巳達重劃區最 
小分配面積標準二分之一，經主管機關按最小分配面 
積標準分配後，如申請放棄分配土地而改領現金補償 
時，應以其應分配權利面積，按重劃後分配位置之評 
定重劃後地價予以計算補償。 
  前二項土地設有他項權利或出租或辦竣限制登記者 
，主管機關應於發給補償費前邀集權利人協調，協調 
成立者，依其協調結果處理；協議不成者，應將補償 
費依第五十三條之一規定存入專戶保管，並列冊送由 
該管登記機關逕為塗銷登記。 

第五十三條之一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國庫設立市地 
重劃補償費、差額地價保管專戶，保管因受領遲延、 
拒絕受領或不能受領之補償費或差額地價，不適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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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法之規定。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於本辦法規定應發給 
補償費或差額地價之期限屆滿次日起三個月內存入專 
戶保管，並通知應受補償人。儲存之補償費或差額地 
價應給付利息，以實收利息照付。自通知送達發生效 
力之日起，逾十五年未領取之補償費或差額地價，歸 
屬國庫。 
  未受領之市地重劃補償費或差額地價，依第一項規 
定繳存專戶保管時，視同補償或領取完竣。 
  前三項規定，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二月 
二十五日修正生效前未辦竣提存之未受領補償費或差 
額地價，準用之。 

※修正「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 

內政部民國 102年 12 月 2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041990 號令 

修正「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附修正「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國有耕地放租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三 條  下列各款國有耕地不予放租： 

一、原住民保留地。 
二、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三、位於水庫蓄水範圍。 
四、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 
    距離內地區。 
五、保安林地。 
六、超限利用之山坡地。 
七、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自然 
    保護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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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預定用途、使用計畫或其他處理方式之土地。 
九、其他依法令規定不得放租之土地。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施 

行前，已出租或曾以國有耕地放租或出租之土地，仍 
作農作、畜牧使用者，得出租予最近一次租約之原承 
租人或其繼承人。但法令另有規定或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通知應收回者，不再出租。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辦理國有耕地放租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及其所屬分署，或受託管理、經營土地之機關、機 
構。 

第 八 條  國有耕地放租程序如下： 
一、篩選並受理申請承租依本辦法規定可予放租之耕 
    地。 
二、勘查現況。 
三、公告放租，並徵詢異議。 
四、受理申請。但曾提出申請者，可免再申請。 
五、審查。 
六、核定放租。 
七、訂定租約。 
  前項第三款公告期間為三十日。 

第 十四 條  國有耕地地租，應於開始繳納日起一個月內繳清。 
承租人未依限繳納者，應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規定加 
收逾期違約金。 

第 十八 條  （刪除） 

※修正「國有非公用不動產出租管理辦法」 

財政部民國 102年 12 月 25 日台財產管字第 10200367360 號令 

修正「國有非公用不動產出租管理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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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修正「國有非公用不動產出租管理辦法」  
國有非公用不動產出租管理辦法修正條文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國有財產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二條 

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定管理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本辦法所定出租機關，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屬分 
          署。 
第 三 條  非公用不動產除法令另有規定外，得辦理出租。 

  前項出租之方式，包括標租及逕予出租。 
  國有耕地另依本法第四十六條第一項訂定之國有耕 
地放租實施辦法規定辦理放租，不適用本辦法規定。 

第 四 條  已形成不定期租賃關係之非公用不動產，出租機關 
應以書面通知承租人於三個月內申請訂定書面契約； 
承租人未於期限內申請訂定書面契約者，管理機關得 
依本法施行細則第六十八條之一規定，委任出租機關 
終止租賃關係。 
  前項期限，承租人死亡者，得延長為六個月。 

第 五 條  本辦法所稱租金率，指依下列基準計算年租金之比 
率。但在造林地者，為林木砍伐時，出租機關應分得 
造林利益之比率： 
一、建築基地：當期土地申報地價總額。 
二、建築改良物：當期房屋課稅現值。 
三、養地及其他農業用地：地方政府公告當期正產物 
    收穫總量折算代金。 

第 二 章    標租 
第 六 條  非公用不動產標租之程序如下： 

一、選定標租之非公用不動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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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決定招標內容。 
三、公告。 
四、開標。 
五、訂約。 
  前項第三款公告，其期間不得少於十四日。 

第 七 條  非公用不動產，無預定用途者，得辦理標租。 
  被占用非公用不動產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得逕按現 
狀辦理標租，其歷年使用補償金，應向實際占用人追 
收： 
一、按現狀接管。 
二、使用情形複雜，短期內無法騰空，且因情形特殊 
    ，急待處理。 

第 八 條  非公用土地標租，應收取訂約權利金及年租金，並 
以訂約權利金競標，以有效投標單之投標金額最高者 
，為得標人。最高者有二標以上相同時，當場由主持 
人抽籤決定得標人。 
  前項訂約權利金底價，不得低於依法令規定逕予出 
租之年租金乘以年期之租金總額；其訂定基準，由財 
政部定之。 
  第一項之訂約權利金及年租金，分別按得標之訂約 
權利金及依法令規定逕予出租之年租金計收。 

第 九 條  非公用土地及建築改良物一併標租時，依年租金競 
標，並以有效投標單之投標金額最高者，為得標人。 
最高者有二標以上相同時，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得 
標人。 
  前項年租金底價，不得低於依法令規定逕予出租之 
年租金；其訂定基準，由財政部定之。 
  第一項不動產之年租金，按得標之年租金計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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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標後，因法令規定逕予出租之租金率發生變動， 
法令規定逕予出租之年租金高於承租人得標之年租金 
時，改按法令規定逕予出租之年租金計收。 
  第一項不動產屬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之文化資產 
者，其租金計收之基準及方式，另由財政部會商相關 
機關擬訂，報請行政院核定。 

第 十 條  標租非公用不動產，得標人應繳交履約保證金；其 
計收基準及充當種類，由財政部定之。 

第 十一 條  前條履約保證金，於租期屆滿或租約終止時，抵付 
欠繳租金、拆除地上物或騰空租賃物、損害賠償等費 
用後，如有賸餘，無息退還，如有不足，由承租人另 
行支付。 
  承租人依第三十九條規定轉讓其租賃權，其已繳交 
之履約保證金，於受讓人提供同額之履約保證金後， 
無息退還。 

第 十二 條  承租人為於標租非公用土地上興建建築改良物或設 
施，需取得土地使用權同意書者，由出租機關核發之 
；其得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於辦理該項登 
記時，應會同出租機關連件向登記機關辦理預告登記 
。 
  前項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核發相關事項，由財政部定 
之。 

第 十三 條  標租非公用土地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前六個月，出 
租機關視地上物狀況，通知承租人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地上物尚有使用價值者，其所有權應無償移轉為 
    國有。 
二、地上物無使用價值者，承租人應自行拆除地上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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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前項第一款規定辦理者，承租人應於租期屆滿或 
終止租約三個月前，會同出租機關完成所有權移轉登 
記手續。地上物移轉為國有至租期屆滿或終止租約期 
間，仍由土地承租人使用維護，出租機關不另計收該 
地上物租金。 
  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理者，承租人於租期屆滿或 
終止租約時未拆除之地上物，由出租機關依租約約定 
拆除，所需處理費用由承租人負擔。 

第 十四 條  標租非公用不動產於租期屆滿或租約終止時，承租 
人應返還租賃物並停止使用，且不得向出租機關要求 
任何補償。 

第 十五 條  第二十六條及第二十七條規定，於標租時準用之。 
第 三 章    逕予出租 
第 十六 條  非公用不動產逕予出租之程序如下： 

一、申請。 
二、收件。 
三、勘查。 
四、審查。 
五、通知繳交歷年使用補償金。 
六、訂約。 

第 十七 條  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各款規定逕予出租之對象 
如下： 
一、第一款為逕予出租之原承租人或其繼受人。但出 
租標的為建築改良物或建築改良物連同基地者， 
其繼受人僅限於原承租人之繼承人。 

二、第二款為現使用人。但地上有非國有建築改良物 
時，屬已辦理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者，為建物 
登記謄本記載之所有權人；屬未辦理建物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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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登記者，為該改良物出資之原始建造人、 
繼受該改良物之繼承人、買受人及受贈人。 

三、第三款為依本法或其他法律得承購之人。 
第 十八 條  國有非公用土地屬農業發展條例施行細則第二條第 

二款至第五款規定之農業用地或依法劃定專供農作、 
畜牧之使用區或特定專用區，已實際作農作、畜牧使 
用者，除有下列情形之一不予出租外，得依本法第四 
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理出租，訂定農作地、畜 
牧地租約： 
一、原住民保留地。 
二、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三、位於水庫蓄水範圍。 
四、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 
    距離內地區。 
五、保安林地。 
六、位於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史蹟保 
    存區或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認定影響國家公園經 
    營管理之遊憩區。 
七、超限利用之山坡地。 
八、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自然 
    保護區。 
九、其他依法令規定不得出租之土地。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施 

行前，已出租或曾成立租賃關係之土地，仍作農作、 
畜牧使用者，得出租予最近一次租約之原承租人或其 
繼承人。但法令另有規定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 
應收回者，不再出租。 

第 十九 條  國有非公用土地屬農業發展條例施行細則第二條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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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農業用地或依法劃定專供造林之使用區或特定專 
用區，已實際作造林使用者，除有下列情形之一不予 
出租外，得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理 
出租，訂定造林地租約： 
一、原住民保留地。 
二、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三、位於水庫蓄水範圍。 
四、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 
    距離內地區。 
五、保安林地，且經林務主管機關認定有保護需要或 
    有安全之虞。 
六、位於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史蹟保 

  存區或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認定影響國家公園經 
    營管理之遊憩區。 
七、超限利用之山坡地。 
八、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自然 
    保護區。 
九、其他依法令規定不得出租之土地。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施 

行前，已出租或曾成立租賃關係之土地，仍作造林使 
用者，得出租予最近一次租約之原承租人或其繼承人 
。但法令另有規定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應收回 
者，不再出租。 

第 二十 條  國有非公用土地屬農業發展條例施行細則第二條規 
定之農業用地或依法劃定專供養殖之使用區或特定專 
用區，已實際作養殖使用者，除有下列情形之一不予 
出租外，得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辦理 
出租，訂定養殖地租約： 

~ 32 ~ 
 

一、原住民保留地。 
二、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三、位於水庫蓄水範圍。 
四、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 
    距離內地區。 
五、保安林地。 
六、位於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史蹟保 

  存區或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認定影響國家公園經 
    營管理之遊憩區。 
七、位於地下水管制區範圍。但經漁業主管機關核定 
    劃設為養殖漁業生產區者，或經主管機關認定以 
    海水、地面水或地下水管制區外抽取地下水進行 
    養殖者，不在此限。 
八、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自然 
    保護區。 
九、超限利用之山坡地。 
十、其他依法令規定不得出租之土地。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施 

行前，已出租或曾成立租賃關係之土地，仍作養殖使 
用者，得出租予最近一次租約之原承租人或其繼承人 
。但法令另有規定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應收回 
者，不再出租。 

第二十一條  國有非公用土地已實際作建築使用者，除有下列情 
形之一不予出租外，得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 
款規定辦理出租，訂定基地租約： 
一、原住民保留地。 
二、位於特定水土保持區。 
三、位於水庫蓄水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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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口一定 
    距離內地區，且經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有 
    保護需要或有安全之虞。 
五、保安林地。 
六、位於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特別景觀區、史蹟保 

  存區或經國家公園主管機關認定影響國家公園經 
    營管理之遊憩區。 
七、位於臺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劃設之自然 
    保護區。 
八、其他依法令規定不得出租之土地。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二十五日修正施 

行前，已出租或曾成立租賃關係之土地，仍作建築使 
用者，得出租予最近一次租約之原承租人或其繼承人 
。但法令另有規定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通知應收回 
者，不再出租。 

第二十二條  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租用非公 
用不動產者，應檢附下列實際使用之時間證明文件。 
但出租機關得審認實際使用時間者，免予檢附： 
一、租用建築基地：戶籍證明、房屋稅繳納證明、水 
電費收據、建物所有權狀影本、建物登記謄本、 
門牌證明書、政府機關於中華民國八十二年七月 
二十一日前攝製之圖資或其他政府機關、公營事 
業機構出具之證明文件。 

二、租用建築改良物或建築改良物連同基地：戶籍證 
    明或其他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出具之證明文 
    件。 
三、租用其他土地：當地農漁會、鄉鎮市（區）公所 
    或其他政府機關出具之證明文件，或在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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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二年七月二十一日前任職當地村里長、在同 
    日前已具有行為能力且為毗鄰土地所有權人、毗 
    鄰土地承租人出具之證明文件。 
  前項第三款之證明文件應經出租機關公告三十日， 
無人異議後，再據以採認。 

第二十三條  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得逕予出租 
          之非公用不動產，其範圍及辦理程序，依本法施行細 
          則第四十三條之二規定辦理。 
第二十四條  租用非公用不動產案件之申請書表不合格式，或檢 
          附證件有欠缺者，應通知限期補正。 
第二十五條  申請租用非公用不動產案件，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得予註銷，並退還原申請書所附證件： 
一、依前條規定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 
二、不屬管理機關管理之不動產。 
三、依法令規定不得出租之不動產。 
四、有使用糾紛或產權尚未確定。 
五、有預定用途、使用計畫或其他處理方式。 
六、逾期未繳清歷年使用補償金。 
七、不符法令規定之出租要件。 
八、申請書或所附文件記載內容與事實不符。 

第二十六條  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各款規定申請租用非公用 
不動產，其已有使用事實者，應自出租機關受理申請 
之當月底起追溯收取使用補償金，最長以五年為限。 
期間內已繳之租金或使用補償金，應予扣除，並得准 
分期繳交。 
  前項使用補償金，按使用當期法令規定逕予出租之 
租金基準計收，不適用租金優惠之規定。但屬經法院 
判決確定使用補償金計算基準者，按法院判決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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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計收。 
第二十七條  租賃契約書應載明下列事項： 

一、雙方當事人。 
二、租賃標的。 
三、租期。 
四、租金及繳納方式、逾期違約金及計收基準。 
五、使用限制。 
六、終止租約條件。 
七、其他約定事項。 

第二十八條  逕予出租不動產之租金，依法令規定之租金基準計 
收；法令有優惠規定者，從其規定。因天然災害等不 
可抗力事由致收益減少或不堪使用者，得減免租金； 
其減免計收基準，由財政部定之。 
  租賃關係存續期間，法令規定逕予出租之租金率、 
土地申報地價、當期公告之正產物全年收穫總量或折 
收代金基準有變動時，其租金應配合調整。 

第二十九條  國私共有土地，得經共有人協議分管後，就國有分 
管範圍，辦理逕予出租。 

第 三十 條  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申請承租國有 
非公用不動產案件，於出租機關通知其繳清歷年使用 
補償金及訂約前，有依本法第五十條至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二條之一第二項、本法施行細則第五十五條之 
一第三項第三款、第四款或其他特別法律規定申請承 
購相同標的之案件時，先審辦申購案。其他為相同標 
的之租、購案件競合時，按收件時間順序審辦。 

第三十一條  租期屆滿時，除法令另有規定外，租賃關係消滅， 
出租機關不另通知。承租人應依租約約定返還租賃物 
並停止使用，且不得向出租機關要求任何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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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租人有意續租時，應於租期屆滿前之一定期限內 
申請換約。 
  前項期限，由管理機關定之，不得少於三個月。 

第 四 章      租約之管理 
第三十二條  出租機關得視承租人每月應繳租金額，於租約內訂 

明按月或按若干月繳交。 
  前項租金為實物者，得依折收代金基準核計後，通 
知承租人繳交。 

第三十三條  承租人未依限繳交租金者，應加收逾期違約金。 
            前項逾期違約金之計收基準，由管理機關定之。 
第三十四條  出租機關對於積欠租金之承租人，依下列程序催收 

之： 
一、催告限期繳納。 
二、聲請法院發支付命令或依法起訴。 
三、聲請法院強制執行。 

第三十五條  二人以上共同承租非公用不動產時，承租人應就租 
約所訂事項，負連帶責任。 

第三十六條  承租人應依約定用途使用租賃物，且不得轉租他人 
使用。 

第三十七條  承租人除經出租機關同意發給土地使用權同意書外 
，不得擅自增建、修建、改建或新建地上建築改良物 
、設置雜項工作物或其他設施。 
  違反前項規定，屬標租者，出租機關應終止租約； 
屬逕予出租者，由出租機關通知承租人於一個月內繳 
納發現當月租金額二倍之違約金，承租人屆期未繳納 
違約金，出租機關應終止租約。 

第三十八條  租賃關係存續期間，承租人對租賃物不繼續使用時 
          ，應申請終止租約返還租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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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九條  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辦理標租或逕予出租之不 
動產仍依約定用途使用者，承租人轉讓其租賃權或變 
更承租人名義，除法令另有規定外，應先經出租機關 
同意。 
  違反前項規定，依下列方式處理： 
一、造林地租約，由出租機關通知承租人依第四十二 
    條規定會同受讓人申請換約續租，未配合辦理者 
    ，終止租約。 
二、租用建築改良物或建築改良物連同其基地者，終 
    止租約。 
三、前二款以外之租約，除法令另有規定外，由出租 
機關通知承租人於一個月內繳納轉讓或變更承租 

    人名義當月租金額二倍違約金，並依第四十二條 
    規定會同受讓人申請換約續租，未配合辦理者， 
    終止租約。 
  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例之出租養地，除承租人因 
年邁體衰、分戶或財產權之分配，得由其最初訂約時 
同一戶籍原共同養殖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或家屬換約承 
租外，不得轉讓租賃權或變更承租人名義。但經出租 
機關同意，由其現耕之直系血親卑親屬換約承租，並 
訂定適用農業發展條例之養殖地租約者，不在此限。 

第 四十 條  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辦理標租或依同條項第一 
款、第二款逕予出租者，承租人得轉讓其租賃權或變 
更承租人名義之對象如下： 
一、租用基地，為地上非國有建築改良物移轉後之所 
    有人。 
二、租用其他不動產，為承受使用人。 

第四十一條  依本法第四十二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逕予出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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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租人得轉讓其租賃權之對象，為依本法或其他法律 
亦得為讓售者。 

第四十二條  承租人依第三十九條至前條轉讓租賃權或變更承租 
人名義時，受讓人應履行原租約約定之義務，除法令 
另有規定外，應於轉讓或變更承租人名義之日起一個 
月內會同受讓人向出租機關申請換約續租。 
  違反前項規定，依下列方式處理： 
一、造林地租約，由出租機關通知承租人於一個月內 
    會同受讓人申請換約續租，未配合辦理者，終止 
    租約。 
二、前款以外之租約，除法令另有規定外，由出租機 
    關通知承租人於一個月內繳納逾期違約金，並會 
    同受讓人申請換約續租，未配合辦理者，終止租 
    約。 
  前項違約金之計收基準，逾期每滿一個月加收轉讓 
或變更承租人名義當月一個月之租金額，至多以五個 
月租金額為限。 

第四十三條  租賃關係存續期間，承租人死亡，繼承人應於繼承 
開始之日起六個月內申請繼承換約。但不可歸責於繼 
承人或經各主管機關核准者，得申請展期。 
  違反前項規定，依下列方式處理： 
一、造林地租約，由出租機關通知繼承人於一個月內 
    申請繼承換約，未配合辦理者，終止租約。 
二、前款以外之租約，除法令另有規定外，由出租機 
    關通知繼承人於一個月內繳納逾期違約金，並會 
    同辦理繼承換約，未配合辦理者，終止租約。 
  全體繼承人無法會同申請繼承換約者，除法令另有 
規定外，得由部分繼承人以全體繼承人之名義申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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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 
  第二項第二款違約金之計收基準，逾期每滿一個月 
加收繼承事實發生當月一個月之租金額，至多以五個 
月租金額為限。 

第四十四條  租約終止或消滅，承租人拆除騰空非屬國有之地上 
          物，返還租賃物時，除法令另有規定外，不得要求任 
          何補償。 
第四十五條  承租人申請承租，附繳之證件有虛偽不實時，應撤 

銷租約，所繳租金及歷年使用補償金不予退還。 
第 五 章    附則 
第四十六條  本辦法所需申請書表及租賃契約書之格式，由管理 
          機關定之。 
第四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行。 

※修正「地價調查估計規則」 

內政部民國 102年 12 月 31 日台內地字第 1020379573 號令 

修正「地價調查估計規則」部分條文。 
  附修正「地價調查估計規則」部分條文 
地價調查估計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條文 
第 二 條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為地價調查估計之主辦 

機關。 
第 五 條  第三條第一款所定基本圖籍及資料如下： 

一、不動產相關資料、都市計畫地籍套繪圖、非都市 
土地使用分區圖、街道圖、都市計畫圖說、禁限 
建範圍圖、河川管制範圍圖。 

二、地籍圖檔。 
三、上期地價分布圖及地價區段略圖。 
四、其他有關圖籍及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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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六 條  調查買賣或收益實例時，應依買賣或收益實例調查 
估價表之項目調查並填寫之。 
前項調查得採用不動產成交案件申報登錄之實際資 
訊，或採用當事人、四鄰、不動產估價師、不動產經 
紀人員、地政士、金融機構、公有土地管理機關、司 
法機關或有關機關（構）提供之資訊。 

第 七 條  買賣或收益實例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致價格明顯偏 
高或偏低者，應先作適當之修正，記載於買賣或收益 
實例調查估價表。但該影響交易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 
掌握及量化調整時，應不予採用： 
一、急買急賣或急出租急承租。 
二、期待因素影響之交易。 
三、受債權債務關係影響之交易。 
四、親友關係人間之交易。 
五、畸零地或有合併使用之交易。 
六、地上物處理有糾紛之交易。 
七、拍賣。 
八、公有土地標售、讓售。 
九、受迷信影響之交易。 
十、包含公共設施用地之交易。 
十一、人為哄抬之交易。 
十二、與法定用途不符之交易。 
十三、其他特殊交易。 

第 八 條  買賣或收益實例除依前條規定辦理外，並應就下列 
事項詳予查證確認後，就實例價格進行調整，並記載 
於買賣或收益實例調查估價表： 
一、交易價格、租金或權利金等及各項稅費之負擔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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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無特殊付款方式。 
三、實例狀況。 

第 九 條  第三條第二款所定影響區段地價之因素，包括土地 
使用管制、交通運輸、自然條件、土地改良、公共建 
設、特殊設施、環境污染、工商活動、房屋建築現況、 
土地利用現況、發展趨勢及其他影響因素之資料等。 
  前項影響區段地價之資料，應依地價區段勘查表規 
定之項目勘查並填寫。 

第 十五 條  建物已不具備使用價值，得將其基地視為素地估價 
。但應考量建物拆除成本予以調整之。 

第 十七 條  地價實例估計完竣後，應將估計之土地正常單價調 
整至估價基準日。 
  前項調整後之單價及其調查估價表之編號，應以鄉 
（鎮、市、區）為單位，製作地價分布圖。 
  第一項估價基準日指每年九月一日，案例蒐集期間 
為前一年九月二日至當年九月一日。 

第 十八 條  劃分地價區段時，應攜帶地籍圖、地價分布圖及地 
價區段勘查表實地勘查，以鄉（鎮、市、區）為單位 
，斟酌地價之差異、當地土地使用管制、交通運輸、 
自然條件、土地改良、公共建設、特殊設施、環境污 
染、工商活動、房屋建築現況、土地利用現況、發展 
趨勢及其他影響地價因素，於地籍圖上將地價相近、 
地段相連、情況相同或相近之土地劃為同一地價區段 
。 
  已開闢道路及其二側或一側帶狀土地，其地價與一 
般地價區段之地價有顯著差異者，得就具有顯著商業 
活動之繁榮地區，依當地發展及地價高低情形，劃設 
繁榮街道路線價區段。繁榮街道以外已開闢之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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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接該道路之土地，其地價顯著較高者，得於適當範 
圍劃設一般路線價區段。 
非建築用地中經依法允許局部集中作建築使用且其 
地價有顯著差異時，應就該建築使用之土地單獨劃分 
地價區段。非都市土地及都市計畫農業區、保護區之 
零星建築用地，或依規定應整體開發而未開發之零星 
已建築用地，在同一區段範圍內，得將地價相近且使 
用情形相同而地段不相連之零星建築用地，視為一個 
地價區段另編區段號。 
  公共設施保留地應單獨劃分地價區段。但其毗鄰之 
非公共設施保留地均屬相同區段地價之地價區段時， 
得併入毗鄰之非公共設施保留地劃為同一地價區段。 
  帶狀公共設施保留地穿越數個地價不同之區段時， 
得視二側非保留地地價區段之不同，分段劃分地價區 
段。 

第 十九 條  地價區段之界線，應以地形地貌等自然界線、道路 
、溝渠或使用分區、編定使用地類別等使用管制之界 
線或適當之地籍線為準。繁榮街道路線價區段，應以 
裡地線為區段界線。路線價區段之界線，應以距離臨 
街線適當深度範圍為準。 

第二十一條  估計區段地價之方法如下： 
一、有買賣或收益實例估計正常單價之區段，以調整 
至估價基準日之實例土地正常單價，求其中位數 
為各該區段之區段地價。 

二、無買賣及收益實例之區段，應於鄰近或適當地區 
選取二個以上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相同，且依前 
款估計出區段地價之區段，作為基準地價區段， 
按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表及影響地價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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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評價基準明細表，考量價格形成因素之相近 
程度，修正估計目標地價區段之區段地價。無法 
選取使用分區或編定用地相同之基準地價區段者 
，得以鄰近使用性質類似或其他地價區段之區段 
地價修正之。 

  估計區段地價之過程及決定區段地價之理由，應填 
載於區段地價估價報告表。 
  第一項第一款所稱之中位數，指土地正常單價調整 
至估價基準日之單價，由高而低依序排列。其項數為 
奇數時，取其中項價格為中位數；其項數為偶數時， 
取中間二項價格之平均數為中位數；實例為一個時， 
以該實例之土地正常單價為中位數。 
  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由內政部定之。 

第二十四條  下列事項應由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訂定： 
一、實施地價調查估計作業規定。 
二、繁榮街道路線價區段宗地單位地價計算原則。 
三、建物標準單價表。 
四、建物耐用年數及每年折舊率。 
五、全棟建物之裝潢、設備及庭園設施等費用。 
六、土地每單位種植農作改良物面積標準單價或農作 
    改良物每株標準單價。 
七、土地收益資本化率及建物收益資本化率。 
八、調整至估價基準日地價用之比率。 
九、依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價基準製作各直轄市、縣 
    （市）或鄉（鎮、市、區）影響地價區域因素評 
    價基準明細表。 
  前項規定之事項，於地價調查估計授權地政事務所 
辦理之地區，得部分授權地政事務所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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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行。 
            本規則修正條文，除中華民國一百零二年十二月三 

十一日修正發布之第九條及第十八條施行日期另定外 
，自發布日施行。 

※修正「國有非公用不動產讓售作業程序」 

財政部國國財產署民國 102年 12 月 31 日財產署管字第 10240031720 號令 

修正「國有非公用不動產讓售作業程序」部分規定，並自即日生

效。 
  附修正「國有非公用不動產讓售作業程序」部分規定 
國有非公用不動產讓售作業程序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一、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以下簡稱本署）為執行國有非公用不動 
產之讓售，依國有財產法施行細則第七十四條之規定，訂定 
本作業程序。 

二、國有非公用不動產讓售作業，以本署所屬分署為承辦單位（ 
以下簡稱出售機關）。 
國有非公用不動產之讓售，依規定核定權責屬行政院或財政 
部者，出售機關應俟核定後據以辦理。 

五、申購國有非公用不動產，應檢附下列文件： 
（一）承購國有非公用不動產申請書（其格式由本署另訂之 

）。但須報經行政院或財政部核定者，得俟核准讓售 
後再檢附。 

（二）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１、自然人：戶口名簿或身分證影本（應自行核對正 
    本後認章）。 
２、法人：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或法人設立或變更登記 
    表影本，與其代表人資格證明及身分證明文件影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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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其他：有效期限內之主管機關立案或核備文件影 
    本，與其代表人資格證明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三）申購之國有土地（建物）最近三個月內之登記謄本及 
地籍圖謄本。但國有建物未登記者，免附登記謄本。 
前述謄本出售機關可以電子處理達成查詢者，得免由 
申請人檢附，並由出售機關列印查詢文件併案存檔。 

（四）國有土地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尚未實施都 
市計畫或畸零、裡地合併使用證明書或權責機關之公 
文書已記載都市計畫分區者免附） 

（五）申購人委託他人申請者，應檢具委託書或於申請書載 
      明委託關係，並檢附受任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六）依申購類別應加附之個別證件。 
（七）其他經出售機關基於審查需要通知檢附之證件。 

七、申購國有畸零（裡）地者，應加附下列文件： 
（一）地方政府核發有效期限內之公私有畸零（裡）地合併 

使用證明書或地方政府認定應與鄰接土地合併建築使 
用之公文書。 

（二）合併使用範圍內各筆土地最近三個月內登記謄本及地 
      籍圖謄本。 
（三）未會同申購之合併使用範圍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之承 
      購權拋棄書。 

九、申購獲准整體開發範圍內之不動產者，應加附下列文件：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之開發、籌設或設置許可文件 
      。 
（二）獲准整體開發範圍地籍圖說及範圍內全部土地清冊、 
      登記謄本。 

十一、申購其他使用情形或位置情形特殊之不動產者，應依實際 
個案情形分別加附下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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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資證明於國有土地上之建物為合法建築物之文件 
      。 
（二）地方政府不予核發公私有畸零（裡）地合併使用證 
      明書之文件、最近三個月內國有土地鄰接之土地登 
      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 
（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興辦事業屬公用事業之文件 
      。 
（四）相關主管機關依主管業務立場考量施政需要、業務 

    推動以及公共利益等原則審核認定國有土地有提供 
      使用必要之文件。 

十五、收件： 
（一）收件人員應於國有非公用財產管理系統出售作業模 
      組登錄申購案加註，及掣發收據交申購人執存。 
（二）收據上應註明下列事項： 

１、本收據僅證明申請讓售案件已收件，並非出售 
    機關同意讓售之承諾。 
２、本收據不得移作權利憑證或抵押之用。 

（三）申購案有下列情形之一時，得不予收件： 
１、申購人姓名與所附身分證明文件記載不符。 
２、申購租用基地或房地案件未訂有基地或房地租 
    賃契約。但屬合於租購併辦規定之案件者，不 
    在此限。 
３、按讓售當期公告土地現值計價之申購案於十二 
    月一日至三十一日間送件者，申購人未附具切 
    結書承諾「同意俟次年一月一日以後依規定辦 
    理計價及讓售事宜」。 
４、合併使用證明書、都市計畫分區使用證明於收 
    件時已逾有效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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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通知繳款： 
（一）經核定讓售者，以書面通知申購人限期繳款。其期 
      限為三十日，其始期以發文通知繳款次日起計算。 
（二）申購人請求延期繳款者，應於繳款期限屆滿前提出 
      申請，出售機關得於繳款期限屆滿日次日起六十日 
      內酌予延長，並應按日依法定利率計收遲延利息； 
      有合法使用關係，於該關係存續期間依原使用關係 
      計收價金，不收遲延利息。但申購人為中央機關或 

    地方政府為促進經濟產業發展或為建設需要而申購 
      者，其延期繳款期限不受上述之六十日限制。 
（三）申購人於繳款或延期繳款期限內，對售價提出異議 

以一次為限，其處理方式如下： 
１、經循異議處理程序結果，出售機關不予受理者 
  ，自異議收文日起至發文通知不受理異議期間 
  不計入繳款或計收遲延利息期間。 
２、經循異議處理程序結果，出售機關應循估價程 
  序重新辦理查估者，應通知申購人註銷原繳款 
  通知，俟重新查估完成估價程序後另行通知繳 
  款。 

（四）出售機關發文通知繳款期限、延期繳款期限，得加 
   計郵遞所需時間；發文通知異議不受理案件之郵遞 
   所需時間，得不計入繳款或計收遲延利息期間。 
前項郵遞時間，由出售機關視實際情況規範。 

二十二、逾期未繳款案件應註銷申購案並通知申購人，同時將申 
    購案歸檔存查。 
二十四、申購案件經審查有下列情形之一，得註銷申購案並敘明 
    理由通知申購人： 

（一）不合讓售法令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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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購之不動產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１、土地未完成國有登記。 
   ２、依法令不得讓售或不得移轉為私有。 
   ３、經行政院、財政部、本署或出售機關核定用 
     途、計畫或處理方式。 
   ４、政府機關申請撥用。 
   ５、現況為巷道、水溝、人行道，經主管機關認 
     定應留供公共使用或具有公用地役關係。 
   ６、現況為灌溉溝渠，經農田水利會認定有保留 
     需要。 
   ７、涉有糾紛，短期內無法解決，且該糾紛足以 
     影響讓售要件。 
   ８、已轉帳、抵償或出售而尚未辦竣產權移轉登 
     記。 
   ９、已借用且短期內無法收回處理。 
   １０、優先購買權人已依同樣條件繳款承購。 
   １１、依法令規定無法辦理分割。 
   １２、涉及須由他機關辦理事項且經該機關查復 
      無法辦理。 
   １３、通知繳款前，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變更 
     為依法不得讓售或經劃定為不得移轉為私 
      有。 
（三）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成補 
   正者。 
（四）經通知繳款，逾期未繳款或未繳清應繳價款者。 
（五）經行政院或財政部核准之讓售案，其讓售對象、 
   標的、法令依據有變更者。但讓售對象死亡，改 
   由繼承人申購者，不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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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申購案件之作業期限及管制方式，由出售機關斟酌轄區 
    及實際需要訂定後報署備查。 
二十七、申購之國有非公用不動產，依規定他人享有優先購買權 
    者，應依下列方式辦理： 

（一）於依國有財產計價方式或其他法律規定評定（或 
   計算）價格後，先通知申購人限期表示是否願意 
   繳款承購，申購人願意承購者，再徵詢優先購買 
   權人是否依同樣條件承購。 
（二）申購人對售價提出異議者，經循異議程序處理後 
   ，依原評定（或計算）價格或重新查估評定之價 
   格，再次通知申購人限期表示是否願意繳款承購 
   ，申購人願意承購者，再徵詢優先購買權人是否 
   依同樣條件承購。 
（三）優先購買權人放棄優先購買權或逾期未主張時， 
   通知申購人限期繳款。 
（四）徵詢優先購買權人之公文無法寄達時，依行政程 
    序法規定之送達方式辦理。 

二十九、產權移轉證明書如有遺失，由申購人向出售機關申請補 
    發，出售機關應於三日內補發該證明書，其右上角加蓋 
    「補發」字樣，並應通知地政機關。 

申購人死亡時，得由部分繼承人檢附載有申購人死亡紀 
事之戶籍證明文件影本、繼承人之戶籍證明文件影本及 
繼承系統表，並具結願處理任何糾紛後，申請補發。 

三 十、申購人死亡，合法繼承人申請過戶承購，按下列規定： 
（一）申購人於出售機關通知繳款前死亡者，得由部分 
  繼承人檢附載有申購人死亡紀事之戶籍證明文件 
   影本、繼承人之戶籍證明文件影本及繼承系統表 
   ，並具結願處理任何糾紛後，由出售機關變更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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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人名義為全體繼承人（拋棄繼承權者除外）後 
   ，就原案繼續辦理。 
（二）申購人於出售機關通知繳款後未繳款前死亡，如 
   經繼承人代為繳款者，得由其檢附載有申購人死 
   亡紀事之戶籍證明文件影本、繼承人之戶籍證明 
   文件影本及繼承系統表，並具結願處理任何糾紛 
   後，以全體繼承人（拋棄繼承權者除外）名義發 
   給產權移轉證明書，憑辦移轉登記。 
（三）申購人在繳款後，發給產權移轉證明書前死亡者 
   ，得由部分繼承人檢附載有申購人死亡紀事之戶 
   籍證明文件影本、繼承人之戶籍證明文件影本及 
   繼承系統表，並具結願處理任何糾紛後，代為具 
   領，並以原申購人名義填發產權移轉證明書，由 
   繼承人依法辦理登記。 
（四）申購人如有應補繳價款而在補繳前死亡者，由代 
  領產權移轉證明書或申辦移轉登記之繼承人代為 
   繳清後，再辦理後續事宜。 

三十一、出售機關對於已讓售之國有非公用不動產，應每半年併 
同已標售部分彙整列冊函送本署層報行政院備查。 
  讓售之國有非公用不動產，屬大面積且價格逾一億元 
者，應每半年彙整列冊報本署轉送立法院財政委員會備 
查。 
 擬讓售之國有非公用土地應先上網公告，並將資料送 
達立法院財政委員會一個月後，始得辦理讓售。但申購 
案件經依規定註銷，倘申購人重新檢證申購，該申購標 
的業經上網公告及列冊送達立法院財政委員會期滿者， 
免再辦理上網公告及列冊事宜。 

三十五、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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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六、 （刪除） 
 

地政法令 
※有關「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6條、第 11 

 條、第 16 條規定之執行原則 
內政部民國 102年 12 月 2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12072 號令 

有關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六條、第十一 
條及第十六條規定之執行原則，其規定如下，並自即日生效： 
一、本辦法第六條所稱「五年內曾取得個別農舍或集村農舍建造 
  執照」之適用對象及起算時點： 
（一）本辦法第六條規定係依農業發展條例第十八條第一項 

及第三項等農舍應供自用之立法意旨所定之「許可條 
件」，應依本辦法一百零二年七月三日修正生效後規 
定辦理之申請案件（含本辦法修正前已申請但應依修 
正後規定辦理者），應按上開規定辦理。 

（二）本辦法第六條規定之五年內曾取得農舍建造執照之起 
算時點，應以申請興建農舍案件提出申請之日起算， 
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本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規 
定辦理申請興建農舍資格之核定作業時，查核申請人 
過去五年內是否曾取得農舍建造執照，惟申請案件屬 
本辦法第九條第二項第六款情形，係由原申請人於同 
一筆農業用地及同一棟農舍辦理分期興建，並無違背 
農舍應供自用之原則，無須適用本辦法第六條規定。 

二、離島地區申請興建集村農舍之起造人持有土地位於都市計畫 
保護區者，按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除外規定，得於 
第五條第二項禁止興建集村農舍農業用地（即特定農業區、 
都市計畫保護區及非都市土地森林區農牧用地）以外之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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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申請興建集村農舍： 
（一）本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係基於保護優良農地、區 

    域計畫限制發展地區及都市計畫法劃定保護區為國土 
     保安、水土保持、維護天然資源與保護環境及生態功 
     能之目的，因興建集村農舍對環境敏感地區衝擊影響 
     甚鉅，爰集村興建農舍坐落之農業用地不得位於特定 
     農業區、都市計畫保護區及非都市土地森林區農牧用 
     地。 
（二）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除外規定，係考量離島 
   地區之特殊性，故離島地區申請興建集村農舍之各起 
   造人持有之農業用地，得不受該款應位於同一鄉（鎮 
   、市、區）或毗鄰之鄉（鎮、市、區）並應位於同一 
   種類之使用分區規定之限制。 
（三）依本辦法第五條及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離島 
   地區各起造人持有之農業用地位於特定農業區、都市 
   計畫保護區或非都市土地森林區農牧用地，並符合上 
   開使用分區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得興建個別農舍者（ 
   例如：以都市計畫保護區而言，應就都市計畫發布實 
  施前原有作農業使用及持續實際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之 
   認定依法從嚴審查，以避免保護區之過度開發），得 
   於第五條第二項禁止興建集村農舍（即特定農業區、 
   都市計畫保護區及非都市土地森林區農牧用地）以外 
   之農業用地申請興建集村農舍。 

三、本辦法第十六條補救措施規定之適用對象及非屬該條規定適 
用對象者適用新、舊法規原則： 
（一）本辦法第十六條補救措施規定之適用對象，指於本辦 
  法一百零一年十二月十四日預告前已取得興建農舍資 
   格核定文件者，無論是否涉及本辦法第五條之禁止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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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於向直轄市、縣（市）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建造執 
   照時，得適用本辦法一百零二年七月三日修正生效前 
   規定辦理。 
（二）非屬本辦法第十六條規定適用對象，而屬本辦法一百 
  零二年七月三日修正生效前已提出申請興建農舍之案 
   件，其新、舊規定適用應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八條 
   規定辦理，即原則適用新法規，惟舊法規有利於申請 
  人且申請案件未涉及本辦法第五條禁止興建農舍之情 
   形者，得依本辦法一百零二年七月三日修正生效前規 
   定辦理。 
（三）有關變更起造人之情形，其屬本辦法一百零二年七月 
   三日修正生效前已申請變更尚未核定資格之案件，其 
   新舊規定適用，比照上述本辦法修正生效前已提出申 
  請案件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八條從新從優原則辦理 
   ，其得適用舊規定者，並應依行政院農業委員會九十 
  八年八月十一日農授水保字第○九八一八四二九四三 
   號函示「有關集村興建農舍施工期間，未取得農舍使 
   用執照前，變更起造人之處理原則」辦理；其屬本辦 
  法一百零二年七月三日修正生效後申請變更起造人之 
   案件，應依本辦法第八條第二項規定辦理。 
（四）至屬依本辦法一百零二年七月三日修正生效前規定辦 
   理並取得建築執照之案件，如有申請變更設計之情形 
   ，應回歸建築法相關規定辦理。  

 

※有關協議價購之土地辦理移轉登記，仍應維持 

 現行作業方式 
內政部民國 102年 12 月 18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2484 號函 

主旨：有關貴府建議，政府機關因公用需求辦理協議價購土地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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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登記時，如義務人無法提出原權利書狀時，免予公告 30 

日，以加速需地機關取得土地產權 1案，復請查照。 

說明： 
一、復貴府 102年 11 月 13 日府授地籍一字第 1020219999 號函 

  。 

二、查土地徵收條例第 11 條規定之協議價購機制，其立法意旨 

  乃為尊重私有財產權益，非有必要，應儘可能避免徵收， 

  故公益事業用地之取得，應先以協議價購或其他方式與所 

  有權人協議取得用地，協議不成，始得依法徵收之。又所 

  稱協議價購，仍須由需用土地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雙方就擬 

  價購之標的物及其價金互相同意並訂定買賣契約後，始得 

  辦理移轉登記，爰該條規定之協議價購亦為買賣，並無不 

  同。 

三、復查土地法第 79 條有關權狀滅失之公告，其主要目的係 

  將審查無誤之登記案件予以公佈周知，以徵求不特定利害 

  關係人之異議，俾預防假冒、虛偽、詐欺、錯誤之情事， 

  以補審查之不足，確保登記真實，故尚不宜僅為加速需地 

  機關取得土地及簡化登記機關之作業流程，而無透過公告 

  30 日之程序以保護第三人之權益，是以，有關協議價購之 

  土地辦理移轉登記仍應維持現行作業方式。至上開條例第 

  10 條雖規定，需用土地人於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良物 

  前，應將其事業計畫報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惟該許 

 可僅係許可需用土地人欲興辦之事業於該土地之合理性及 

  可行性，其與因協議價購辦理所有權移轉登記，如義務人 

  無法提出原權利書狀時，免依土地法第 79 條規定公告 30 

  日並無關連，併予說明。 

 

※有關「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第 16 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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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期補正執行事宜之規定 
內政部民國 102年 12 月 18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12850 號令 

關於「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第十六條第二項規定限期補正執行

事宜，其規定如下，並自即日生效： 
一、第一類案件：由於本類案件僅屬書、圖型式要件之審查，區 
域計畫擬定機關（或接受本部委辦審議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受理申請案件後，由業務單位程序審查需先補書圖文 
件者，給予申請人一個月之補正期限；必要時，得簽請執行 
秘書或其指定人員擔任召集人召開行政程序審查專案小組會 
議後，依研商結論函請申請人補正書圖文件者，再給予一個 
月之補正期限。 

二、第二類案件：開發案件經提區域計畫委員會專案小組審議過 
後，需依小組委員意見補充資料者，由於本類案件需補充實 
際調查資料，抑或因併行審查環境影響評估或水土保持規劃 
書未能終結之故，給予六個月之補正期限。 

三、第三類案件：經提區域計畫委員會（或直轄市、縣［市］政 
府成立之專責審議小組）審查後，需依決議修正計畫書圖者 
，給予三個月之期限。 

四、前揭三類案件之補正期限，如有特殊不可抗力或不可歸責於 
申請人之原因，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申請核准者，得依案 
件類別給予展延補正期限。但第一類案件展延補正以一次為 
限。 

五、前揭三類案件之補正資料，經業務單位檢核仍未完全補正或 
申請展延補正期限需檢附其他機關之證明文件而未檢附者， 
得函請申請人於十日內補正。 

六、前揭補正期限，以文到次日起算，屆期不補正，即予「駁回 
」處理。區域計畫法施行細則一百零二年十月二十三日修正 
發布施行前之申請開發許可案件，比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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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部一百年十二月十九日台內營字第一○○○八○九八八九 
  號令廢止。  
 

※核釋「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 48 條之 1 

 第 2項規定，有關調查原土地所有權人於區段 
 徵收後繼續從事耕作之意願，其調查對象應以 
 區段徵收前已有耕作事實之土地所有權人為限 

內政部民國 102年 12 月 24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2415 號令 

「土地徵收條例施行細則」第四十八條之一第二項規定有關調查

原土地所有權人於區段徵收後繼續從事耕作之意願，其調查對象

應以區段徵收前已有耕作事實之土地所有權人為限。 
 

※有關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 102年 7 月 1 日修 
 正前已申請農舍之農業用地分割，及已興建農 
 舍之耕地依農業發展條例第 16 條規定辦理分 

 割者，其辦理解除套繪事宜 
內政部民國 102年 12 月 24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13101 號函 

主旨：有關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 102年 7 月 1 日修正前已申請 

農舍之農業用地分割，及已興建農舍之耕地依農業發展條 

例第 16 條規定辦理分割者，其辦理解除套繪事宜 1 案， 

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本部營建署案陳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年 11 月 26 日 

農水保字第 1020229253 號函（如附件）辦理，並復臺中市 

政府 102年 10 月 28 日府授地測一字第 1020204981 號函及 

102年 10 月 31 日立法委員楊瓊瓔國會辦公室交辦案件。 

二、按農業發展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 3條第 10 款規定： 



~ 57 ~ 
 

「農業用地：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保護區範 

圍內，依法供下列使用之土地⋯⋯。」同條例施行細則第 

2 條並訂有農業用地之法律依據及範圍，次按本部 102年 7 

月 1 日修正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12 條第 2項規定：「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未經 

解除套繪管制不得辦理分割。」同辦法第 12 條第 3項規定 

：「已申請興建農舍領有使用執照之農業用地經套繪管制 

，除符合下列情形之一者外，不得解除：一、農舍坐落之 

農業用地已變更為非農業用地。二、非屬農舍坐落之農業 

用地已變更為非農業用地。三、農舍用地面積與農業用地 

面積比例符合法令規定，經依變更使用執照程序申請解除 

套繪管制後，該農業用地面積仍達 0.25 公頃以上。」另據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前揭 102年 11 月 26 日函說明二就該條 

第 3 項第 3款所釋：「其立法目的在於規範已領有農舍使 

用執照之農業用地扣除超出規定比例之農業用地面積後， 

應不小於 0.25 公頃，以避免原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再 

不當細分，影響農業用地使用管制及農業生產效率」，合 

先敘明。 

三、卷查本辦法第 12 條第 2 項增訂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 

地，未經申請解除套繪不得辦理分割之規定，係將本條例 

第 18 條第 1項「不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規定意 

旨予以明定，如准於法規修正前申請案件得適用修正前規 

定，恐有違本條例第 1 條「促進農地合理利用」、第 18 

條第 1 項「不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村發展」規定之立法 

意旨。是本辦法修正前已申請農舍之農業用地分割案件， 

自應因本辦法增訂未經申請解除套繪不得辦理分割規定而 

概予禁止適用修正前規定，即仍應依現行本辦法第 12 條規 

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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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另依據農業發展條例第 3條第 11 款規定：「耕地：指依區 

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山坡地保育區 

及森林區之農牧用地。」同條例第 16 條並訂有耕地分割之 

規定，依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前揭 102年 11 月 26 日函說 

明三所釋：「查農業發展條例第 16 條定有耕地分割之例外 

規定，爰相關案件如合於本條例第 16 條得辦理分割之條件 

者，自得依該規定辦理分割，惟仍須受本條例第 18 條第 4 

項規定限制，即已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不得重複申請 

，不得解除套繪管制⋯⋯。」上開農業發展條例所稱「農 

業用地」與「耕地」尚有不同，是已興建農舍之耕地雖依 

農業發展條例第 16 條辦理分割後，其解除套繪管制事項仍 

須依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12 條規定辦理。 

五、副本抄送本部地政司，已興建農舍之耕地依農業發展條例 

第 16 條辦理分割之案件，請地政機關於土地登記簿上註記 

原套繪管制事項，以免缺漏造成公私兩損。 

 

※檢送研商「市地重劃區土地分配結果公告後， 

 辦理變更或更正分配之處理方式執行疑義」會 
 議紀錄 

 內政部民國 102年 12 月 2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2570 號函 

主旨：檢送研商「市地重劃區土地分配結果公告後，辦理變更或 

   更正分配之處理方式執行疑義」會議紀錄 1 份，請查照。 

說明：依據本部 102年 11 月 25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2294 號 

   開會通知單續辦，兼復高雄市政府 102年 8 月 8 日高市府 

   地發字第 10271112400 號函。 

研商「市地重劃區土地分配結果公告後，辦理變更或更正分配之

處理方式執行疑義」會議紀錄 

一、開會時間：102年 12 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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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開會地點：中央聯合辦公大樓南棟 18樓第 6會議室 

三、主持人：王副司長○○   記錄：紀○○ 

四、出列席單位及人員：略 

五、會議結論： 

（一）市地重劃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土地所有權人提出異議 

經主管機關調處、裁決之結果，應為對特定當事人之個別 

行政處分，依行政程序法第 110 條規定，自書面通知送達 

起，發生效力，土地所有權人如認為該調處、裁決之結果 

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利或利益時，仍得於救濟期間內 

依訴願法規定提起訴願，已可有效保障其權益。倘重新辦 

理公告，土地所有權人不服，仍依平均地權條例第 60 條之 

2 規定於公告期間再提出異議時，恐使程序一再循環，不 

利重劃作業。 

（二）市地重劃區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無異議者，其差額地價 

應繳、應領之公法上請求權可行使之時點應自土地分配結 

果公告確定時起算；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間提出異議者， 

經調處或裁決結果仍維持原公告結果或變更原公告結果之 

行政處分，經書面通知送達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後，土地所 

有權人如逾救濟期間未提起訴願等行政救濟時，其土地分 

配結果確定，差額地價應繳、應領之公法上請求權可行使 

之時點應自調處或裁決結果之救濟期間屆滿之次日起算； 

如當事人提起訴願等行政救濟時，差額地價應繳、應領之 

公法上請求權可行使之時點應自訴願或行政訴訟判決確定 

時起算。 

（三）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完成土地登記後，因土地分配作業 

上之錯誤或地籍圖、登記簿與實地現況不符等因素重新調 

整分配而辦理更正原土地分配結果者，其原土地分配結果 

公告產生之行政處分，應予以撤銷，重新依平均地權條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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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0 條之 2第 1 項規定，將正確之土地分配結果公告 30 

日，並通知相關土地所有權人得依平均地權條例第 60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於公告期限內提出異議，未提出異議者， 

其更正後之土地分配結果於公告期滿時確定。差額地價應 

繳、應領之公法上請求權可行使之時點應自土地分配結果 

重新公告確定時起算；如經提起異議者，公法上請求權可 

行使之時點，則依前述（一）、（二）結論辦理。倘市地 

重劃土地分配結果公告期滿完成土地登記後，如有抄錄、 

誤繕或其他類此之顯然錯誤且不涉及原土地分配結果者， 

依行政程序法第 101 條規定更正即可，無須撤銷原公告確 

定之土地分配結果及重新辦理公告。 

（四）依行政程序法第 6條規定，行政行為，非有正當理由，不 

得為差別待遇。雖有土地所有權人於分配結果公告期？提 

出異議、或有錯誤予以撤銷，致重劃區部分土地分配之效 

力，需經行政救濟或重新處分方告確定。因相關救濟程序 

之目的，在於確保分配處分之適法性，尚難認為因而發生 

對「抵扣土地漲價總數額計算基礎」為差別待遇之正當理 

由，故有關平均地權條例施行細則第 86 條規定，計算市地 

重劃公共用地負擔費用部分，仍應以該重劃區原土地分配 

結果公告期滿時之當期公告土地現值為準，對區內全體土 

地所有權人方屬公允。  

六、散會：中午 12 時 

 

※核釋「土地登記規則」第 27 條有關地政機關 

 配合「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第 5項規定，辦 
 理訴訟繫屬註記登記處理事宜 

內政部民國 102年 12 月 27 日台內地字第 1020375043 號令 

地政機關配合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四條（以下簡稱本條）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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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規定辦理訴訟繫屬註記登記之處理事宜如下： 

一、基於土地登記公示、維護實體法上（如民法第七百五十九條 

之一、土地法第四十三條規定）之不動產交易安全，並參照 

司法院秘書長一百零二年十一月八日秘台廳民一字第一○二 

○○二八九一一號函釋本條第五項規定將訴訟繫屬事實予以 

登記之立法理由，旨在保護欲受讓該權利之善意第三人；是 

就訴訟當事人持已起訴證明向登記機關申請訴訟繫屬註記登 

記時，如該訴訟標的不動產已移轉（含於訴訟繫屬前移轉） 

登記予第三人者，除該第三人係屬非得主張善意取得之情形 

（如繼承移轉取得）外，地政機關將不予辦理訴訟繫屬註記 

登記。另訴訟當事人如認為該第三人非為善意受讓訴訟標的 

不動產，因屬私權爭執範疇，應由其訴請法院判決，或另循 

民事訴訟保全程序為之。 

二、原業經地政機關依本部九十九年九月二十七日內授中辦地字 

第○九九○○五○七二三號函規定辦竣訴訟繫屬註記登記者 

，得由該不動產登記名義人申請塗銷訴訟繫屬註記登記，並 

由地政機關於辦竣塗銷登記完畢後通知訴訟當事人及申請人 

；惟登記名義人係於辦竣訴訟繫屬註記登記後取得訴訟標的 

不動產者，因其非屬善意第三人，將不予受理其申請。 

三、本部九十九年九月二十七日內授中辦地字第○九九○○五○ 

  七二三號函規定停止適用。  

 

※核釋「土地法」第 37 條之 1 第 3 項及「地政 

 士法」第 49 條、第 50 條有關擅自以地政士「 
 為業」者之認定 

內政部民國 102年 12 月 2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26652564 號令 

一、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三項及地政士法第四十九條、第五 

十條規定所稱「為業」者，指以反覆同種類之行為為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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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報酬並藉以維生之義，尚難僅以固定之件數為認定標準 

（法務部八十三年三月十九日（八三）法律決字第○五五七 

三號函釋參照），故有關是否以地政士為業，登記機關應以 

事實認定為準。為兼顧法律規定及便利登記機關執行，除申 

請人舉證且經登記機關認其顯非以此為業外，如有下列情事 

之一者，應不予受理： 

（一）同一年內於同一登記機關申請超過二件，或曾於同一 

   登記機關申請超過五件。但其權利人及義務人與前案 

   相同者，不在此限。 

（二）經檢舉或相關機關（構）、團體通報並檢具具體事證 

   （如是否設有執業處所、招牌、刊登廣告、印製名片 

   或其他明顯事證等）。 

（三）曾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地政士法第四十九 

   條或第五十條規定處罰鍰。 

（四）有其他具體事證足以認定擅自以地政士為業。 

二、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受前開申請件數之限制： 

（一）權利人及義務人雙方無法會同申請時，得由當事人之 

   一方附具委託書，委託他方代理申辦土地登記案件， 

   以其為申請當事人，毋須簽註切結。請當事人，毋須 

   簽註切結。 

（二）政府機關任用之公務人員因執行公務，有足資證明文 

   件且未收取報酬，得免簽註切結。 

（三）從事不動產相關業者（如不動產經紀業、建設公司等 

   ）、一般金融機構（如銀行、合作社等），及人民團 

   體（如農會、漁會等），基於土地管理業務之需要， 

   委由員工代為申辦所屬土地之鑑界、複丈、分割、合 

   併、更正、住址變更、地目變更、基地號變更、書狀 

   換（補）給及更名等不涉及相對人或第三人之土地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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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案件（即其權利人皆為同一主體）。 

三、本部九十二年三月二十四日內授中辦地字第○九二○○八一 

  五七九號函停止適用。  

 

稅務法令 
※核釋「特種貨物及勞務稅條例」第 2條第 1項 

 第 1款有關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都市土地相 
 關規定 

財政部民國 102年 12 月 12 日台財稅字第 10200142010 號令 

一、依法令規定有明確期間禁止作建築使用或可申請臨時建築使 

  用之都市土地，核屬特種貨物及勞務稅條例第 2條第 1項第 

  1 款規定「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都市土地」。  

二、所有權人出售持有期間在 2年以內符合前點規定之土地，應 

  依特種貨物及勞務稅條例第 16 條第 1項規定申報納稅。未依 

  規定申報納稅者，除屬重劃中土地外，其銷售契約訂定日在 

  本令發布日以前，准予補稅免罰。  

三、出售重劃中土地，依本部 101年 6 月 1 日台財稅字第 101045 

  63500 號函規定，其銷售契約訂定日在該函發布日以前者， 

  准予補稅免罰。  

※核釋宗教團體免徵房屋稅審查規定 

財政部民國 102年 12 月 27 日台財稅字第 10204214920 號令 

一、宗教團體經完成財團法人或寺廟設立登記而為權利義務主體 

  後，其所有專供傳教佈道之教堂及寺廟，有房屋稅條例第 15 

  條第 1 項第 3款規定免徵房屋稅之適用。 

二、廢止本部 95年 1 月 20 日台財稅字第 09504704920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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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法令 
※關於函詢住宅補貼申請案，申請人持有保護區 

 土地，得否不計入非住宅不動產價值 
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2年 12 月 2 日營署宅字第 1022924505 號函 

一、配合住宅法 101年 12 月 30 日施行，住宅補貼申請案所得及 

財產應符合之基準，係依據住宅法第 8條第 3項授權訂定住 

宅補貼對象一定所得及財產基準（以下簡稱本基準），依該 

基準第 3點略以：「本基準所稱一定財產包括家庭成員之動 

產及不動產，其內容及計算方式如下：（二）不動產：1.包 

括土地及房屋，其價值以最新財稅資料計算之。」。 

二、本案 貴局函詢申請人申復持有之保護區土地，因未產生經 

濟效益，是否得不計入不動產價值乙節，因住宅補貼申請案 

件非依據社會救助法辦理，另住宅法或本基準亦未有保護區 

土地價值可不計入非住宅不動產價值之相關規定，爰申請人 

持有保護區土地，仍須列入非住宅不動產價值審核。 

 

※有關辦理 101年度青年安心成家(育有子女換 
 屋)－前二年零利率購置住宅貸款利息補貼， 

 對於青年安心成家作業規定第 16 點認定之疑 
 義 

內政部營建署 102年 12 月 5 日營署宅字第 1022924811 號函 

一、依青年安心成家作業規定第 16 點規定略以：「育有子女換屋 

者，應具備下列各款條件：⋯⋯⋯（二）家庭成員僅有一戶 

住宅，該住宅應符合第十七點第三項規定。⋯⋯⋯以育有子 

女換屋提出申請者，應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前 

二年零利率購置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證明之日起一年內將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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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宅移轉予家庭成員以外之第三人。」。 

二、若育有子女換屋核定戶已依上開規定於核發證明之日起一年 

內將原有住宅移轉予家庭成員以外之第三人，另再辦理戶籍 

異動遷入直系親屬戶籍內，且戶籍內之直系親屬（新增之家 

庭成員）擁有另 1戶住宅，則因戶籍異動前後家庭成員皆僅 

持有 1戶住宅，尚符上開規定。 

三、有關 貴局上開函說明二：「若上述之情形符合作業規定第 

16 點第一項第二款（家庭成員僅有一戶住宅），此情形核定 

戶是否須再依上開規定第 16 點第二項之規定，需於核發證 

明之日起一年內將戶籍內之直系親屬持有之另 1戶住宅移轉 

予家庭成員以外之第三人。」乙節，其仍應於核發證明之日 

起一年內，以新購之住宅辦理本貸款，且家庭成員僅持有該 

1 戶新購之住宅方符規定；若其戶內直系親屬另持有 1 戶住 

宅，則將依上開規定第 20 點第 1項第 2款：「辦理購置住宅 

貸款利息補貼者有下列情形之一者，補貼機關應終止利息補 

貼；承辦貸款金融機構應將自事實發生日起至終止日期間， 

已撥付之補貼利息，返還補貼機關：⋯⋯⋯（二）以育有子 

女換屋獲得補貼者，於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發前二 

年零利率購置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證明之日起一年內，未將原 

有住宅移轉予家庭成員以外之第三人或家庭成員持有第二戶 

住宅。」停止補貼。 

四、有關 貴府上開函說明四：「有關辦理青年安心成家（育有 

子女換屋者）更名作業，因上述情形以致有增加家庭成員組 

成時，是否須重新查核該新增家庭成員之財稅資料並計入。 

」乙節，為有效運用有限之住宅補貼資源，新增之家庭成員 

應於定期查核時審查其財稅資料。 

  

※關於函詢 101年度住宅租金補貼申請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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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由原申請書表所列之配偶或直系親屬申請 

 辦理更名疑義 
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2年 12 月 5 日營署宅字第 1022924771 號函 

一、依內政部 102年 10 月 3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09527 號令修正 

發布之住宅補貼作業規定（以下簡稱同規定）第 12 點第 3 

項：「受補貼戶於受補貼期間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依定期查核計畫查核不符第七點申請條件者，應予撤銷補貼 

資格，並追繳已核撥之補貼」及同規定第 32 點第 1項：「接 

受租金補貼者死亡，得由原申請書表所列之配偶或直系親屬 

向原受理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辦理更名，續撥租 

金補貼至原核定期滿之月份止。」上開規定僅明定得由原申 

請書表所列之配偶或直系親屬辦理更名，未限制更名者須符 

合第 7點申請時年齡及家庭組成之資格條件；至於更名者若 

於受補貼期間因持有住宅等，有同規定第 12 點應停止租金補 

貼之情形，因未符補貼意旨，於日後定期查核時仍須依第 12 

點停止補貼。 

二、另上開規定第 32 點第 1 項所稱「原核定期滿之月份」與第 

10 點第 1項第 3款：「已撥租金與續撥租金，合計仍以補貼 

1年為限（按月核撥 1期，總期數 12 期滿為止）」核計方式 

相同。 

 

※有關個別農舍之外牆或其代替柱、遮陽板、陽 
 臺、屋簷、出入口雨遮、雨遮、花臺，於一樓 

 地坪施作停車空間或其他水泥地坪，其農舍建 
 築面積及總樓地板面積之計算 

內政部民國 102年 12 月 6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12243 號函 

一、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3 款、第 5 款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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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款分別規定：「建築面積：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 

中心線以內之最大水平投影面積。但電業單位規定之配電設 

備及其防護設施、地下層突出基地地面未超過 1.2 公尺或遮 

陽板有 1/2 以上為透空，且其深度在 2 公尺以下者，不計入 

建築面積；陽臺、屋簷及建築物出入口雨遮突出建築物外牆 

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超過 2公尺，或雨遮、花臺突出超 

過 1 公尺者，應自其外緣分別扣除 2 公尺或 1 公尺作為中心 

線；每層陽臺面積之和，以不超過建築面積 1/8 為限，其未 

達 8 平方公尺者，得建築 8平方公尺。」、「樓地板面積： 

建築物各層樓地板或其一部分，在該區劃中心線以內之水平 

投影面積。但不包括第 3款不計入建築面積之部分。」、「 

總樓地板面積：建築物各層包括地下層、屋頂突出物及夾層 

等樓地板面積之總和。」次按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第 8 條第 3 項、第 9 條第 2 項第 3 款分別規定 

：「本辦法所定農舍建築面積為第 3 條、第 10 條與第 11 條 

第 1 項第 3款相關法規所稱之基層建築面積；農舍用地面積 

為法定基層建築面積，且為農舍與農舍附屬設施之水平投影 

面積用地總和；農業經營用地面積為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 

地扣除農舍用地之面積。」、「申請興建農舍之農業用地， 

其農舍用地面積不得超過該農業用地面積 10%，扣除農舍用 

地面積後，供農業生產使用部分之農業經營用地應為完整區 

塊，且其面積不得低於該農業用地面積 90%。⋯⋯⋯」是有 

關個別農舍之外牆或其代替柱、遮陽板、陽臺、屋簷、出入 

口雨遮、雨遮、花臺，於一樓地坪施作停車空間或其他水泥 

地坪，均應依本辦法規定將其水平投影面積全部納入農舍用 

地面積檢討，即其水平投影面積均不得超過農舍用地面積（ 

農業用地 10%部分）之範圍，至農舍建築面積及總樓地板面 

積之計算，仍依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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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又查本辦法第 3 條雖訂有農業發展條例 89年 1 月 28 日修正 

生效前取得農業用地申請興建農舍，於相關土地、建築法令 

與本辦法就同一事項有重複規定時，得優先適用土地及建築 

法規定辦理之相關規定，惟本辦法第 8條第 3項及第 9條第 

2 項第 3 款有關農舍用地面積「為農舍與農舍附屬設施之水 

平投影面積用地總和」及「農舍用地面積不得超過該農業用 

地面積 10%」等規定，並未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 1 條第 3 款得不計入建築面積、第 5 款樓地板面積及第 7 

款總樓地板面積之規定重複，是農業發展條例 89 年 1 月 28 

日修正生效前取得農業用地申請興建個別農舍時，其外牆或 

其代替柱、遮陽板、陽臺、屋簷、出入口雨遮、雨遮、花臺， 

於一樓地坪施作停車空間或其他水泥地坪，仍應依現行農業 

用地興建農舍辦法規定檢討，即其水平投影面積均不得超過 

農舍用地面積（農業用地 10%部分）之範圍。 

 

※為辦理「102年度青年安心成家查核督導計畫 

  」，有關「同時享有政府其他住宅補貼」，得 
  否準用青年安心成家作業規定第 14 點第 2 項 
  之規定疑義 

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2年 12 月 6 日營署宅字第 1020080831 號函 

依據青年安心成家作業規定第 14 點第 2項：「原申辦政策性房貸 

之房屋已遭法院拍賣，且拍賣金額不足清償原貸款金額者，不受 

前項第四款限制。」，係考量申請租金補貼者之經濟狀況較申請 

購置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弱勢，基於照顧其基本生活之意旨，若 

申請青年安心成家租金補貼者，其原申辦政策性房貸之房屋已遭 

法院拍賣，惟因拍賣金額不足清償原貸款金額致未能提供清償證 

明，得不受本規定第 14 點第 1項第 4款之限制。至於申請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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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二年零利率購置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若其已有足夠資金另購 

住宅，卻未償還原政策性貸款餘額，則無準用前開規定之理。 

 

※關於函詢住宅補貼受補貼者因故變動戶籍，與 

 直系親屬同戶籍，致新增家庭成員，其申請日 
 後新增之家庭成員財稅資料是否不予採計 

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2年 12 月 12 日營署宅字第 1020081574 號函 

一、政府辦理住宅補貼係為協助中低收入家庭居住於適居之住宅 

、減輕居住負擔；另因政府住宅補貼資源有限，爰住宅補貼 

作業規定第 25 點規定略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 

視需要隨時或至少每三年對購置住宅、修繕住宅貸款補貼者 

之資格現況予以查核。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承貸 

戶或租金補貼戶申請人本人、配偶、共同生活之直系親屬及 

其配偶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予以建檔，並於查核前由申請 

人依限檢附最新有關資料送查。⋯⋯⋯」同規定第 17 點第 1 

項第 2款：「辦理購置住宅貸款利息補貼者有下列情形之一 

，補貼機關應終止利息補貼；承辦貸款金融機構應將自事實 

發生月份起至終止月份期間，已撥付之補貼利息，返還補貼 

機關：（二）家庭年收入超過百分之五十分位點家庭之平均 

所得者或其家庭每月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每月超 

過本部或直轄市政府當年公布最低生活費標準之三點五倍以 

上；具受家庭暴力侵害者及其子女證明文件者，家庭暴力加 

害者之收入得不併入計算。」另 101年度「住宅補貼督導查 

核計畫」第伍點查核內容對於購屋及修繕住宅貸款利息補貼 

戶係依據查核時申請人之戶籍地，查核其 100年家庭年收入 

是否符合 101年度住宅補貼申請標準。 

二、上開規定係考量公平性，其申請時住宅持有狀況及家庭年收 

入等查核對象為以戶籍資料認定之申請人及其家庭成員，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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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及其配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及其配偶、申請人與配 

偶分戶之分戶配偶戶籍內之直系親屬，故定期查核時亦以現 

況戶籍資料採計上開對象，方有一致之標準，爰申請日後因 

戶籍異動新增之家庭成員之財稅資料，亦應予採計 

 

※為落實執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6條規定 

 內政部請各地方主管建築機關每日彙整登錄農 
 舍相關資料 

 內政部民國 102年 12 月 27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20813732 號函 

主旨：為落實執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6條規定 1案。 

說明： 

一、本案前經本部 102年 11 月 25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208121 

95 號函示略以，為利於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 

管建築機關辦理農舍申請人 5年內曾否取得個別農舍或集 

村農舍建造執照之查核，本部營建署已建置「農舍查詢資 

料」系統，於 102年 10 月初開放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查詢其他縣（市）建照資料之使用權 

限，請各地方主管建築機關查核所報資料正確性，其後續 

之農舍建照資料（包含縣市政府授權鄉鎮市公所核發之建 

照資料）仍請務必每日彙整並持續確實登錄於本部營建署 

全國建築管理資訊系統下之建築執照核發系統，以供全國 

建築管理資訊系統擷取農舍相關資料彙整於「農舍查詢資 

料」系統，俾供查詢。 

二、本案新竹市政府業以前揭函提供農舍建造執照案件清冊電 

子檔，惟案據南投縣政府上開函說明二稱，「尚有埔里鎮 

公所、國姓鄉公所、信義鄉公所及仁愛鄉公所等公所尚未 

送達本府彙整」，爰請南投縣政府儘速提供該等公所自 97 

年 7 月起迄今申請農舍建造執照案件清冊及查核其正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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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送本部營建署；另為避免影響農民申請興建農舍權益， 

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及特設主管建築機關核發農舍 

建造執照時，除依本部營建署 102年 7 月 22 日研商「農業 

用地興建農舍辦法」第 6條、第 11 條及第 16 條執行疑義 

會議結論辦理，及查詢本部營建署建置「農舍查詢資料」 

系統外，應另發文南投縣政府，就個案查核申請人於該縣 

轄內 5年內是否曾取得個別農舍或集村農舍建造執照，以 

落實執行前揭辦法第 6條之規定。 

 

大法官釋示 
※解釋字號：釋字第 716 號  
解釋日期：民國 102年 12 月 27 日  

解釋爭點：利益衝突迴避法禁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與有關機關交易 
     ，違者罰交易行為金額一至三倍，違憲？   
解釋文： 
  公職人員利益衝突迴避法第九條規定：「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不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 
承攬等交易行為。」尚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例原則，與憲 
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工作權、財產權及契約自由之 
意旨均無違背。惟於公職人員之關係人部分，若因禁止其參與交 
易之競爭，將造成其他少數參與交易者之壟斷，反而顯不利於公 
共利益，於此情形，苟上開機關於交易過程中已行公開公平之程 
序，而有充分之防弊規制，是否仍有造成不當利益輸送或利益衝 
突之虞，而有禁止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交易之必要，相關機關應儘 
速通盤檢討改進。  
  公職人員利益衝突迴避法第十五條規定：「違反第九條規定者 
，處該交易行為金額一倍至三倍之罰鍰。」於可能造成顯然過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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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之情形，未設適當之調整機制，其處罰已逾越必要之程度， 
不符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例原則，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 
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年時失其 
效力。 
理由書： 
  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之工作權及財產權，人民營業之自由亦 
為其所保障之內涵。基於憲法上工作權之保障，人民得自由選擇 
從事一定之營業為其職業，而有開業、停業與否及從事營業之時 
間、地點、對象及方式之自由；基於憲法上財產權之保障，人民 
並有營業活動之自由，例如對其商品之生產、交易或處分均得自 
由為之（本院釋字第五一四號、第六Ｏ六號解釋參照）。又契約 

自由為個人自主發展與實現自我之重要機制，為憲法第十五條財 
產權及第二十二條所保障之權利，使契約當事人得自由決定其締 
約方式、內容及對象，以確保與他人交易商品或交換其他生活資 
源之自由（本院釋字第五七六號、第五八Ｏ號解釋意旨參照）。 
國家對人民上開自由權利之限制，均應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 
例原則。另對人民違反行政法上義務之行為處以罰鍰，其違規情 
節有區分輕重程度之可能與必要者，應根據違反義務情節之輕重 
程度為之，使責罰相當。立法者針對特別應予非難之違反行政法 
上義務行為，視違規情節之輕重處以罰鍰，固非憲法所不許，惟 
為避免個案顯然過苛之處罰，應設適當之調整機制（本院釋字第 
六四一號解釋意旨參照）。 
  公職人員利益衝突迴避法（下稱利益衝突迴避法）第九條規定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不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 
督之機關為買賣、租賃、承攬等交易行為。」（下稱系爭規定一 
）第十五條規定：「違反第九條規定者，處該交易行為金額一倍 
至三倍之罰鍰。」（下稱系爭規定二）系爭規定一禁止公職人員 
及其關係人（利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第三條規定參照）與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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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服務之機關或受其監督之機關（下稱上開機關）為買賣等交 
易行為，就公職人員而言，乃屬對其財產權及契約自由所為之限 
制；就公職人員之關係人而言，乃屬對其工作權、財產權及其內 
涵之營業自由暨契約自由所為之限制。系爭規定二對公職人員及 
其關係人違反系爭規定一者處以罰鍰，則屬對憲法第十五條所保 
障之人民財產權所為限制。  
  鑑於公職人員之親屬或其他關係人，與上開機關為買賣、租賃 
、承攬等交易行為，易衍生不公平競爭、不當利益輸送之弊端， 
立法者為促進廉能政治、端正政治風氣，建立公職人員利益衝突 
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腐化暨不當利益輸送，乃制定利益衝 
突迴避法（該法第一條參照）。系爭規定一旨在防範公職人員及 
其關係人憑恃公職人員在政府機關任職所擁有之職權或影響力， 
取得較一般人更為優越或不公平之機會或條件，而與政府機關進 
行交易，造成利益衝突或不當利益輸送甚或圖利之弊端；系爭規 
定二乃欲藉由處罰鍰之手段，以確保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不致違 
反系爭規定一，進而有效遏阻上開情弊之發生，其目的均屬正當， 
且所採手段均有助於上開立法目的之達成。 
  於上開機關行買賣、租賃或承攬等交易行為之際，苟不禁止公 
職人員及其關係人與上開機關交易，易使公職人員利用其職務上 
之權力、機會或方法進行不當之利益輸送或造成利益衝突情形。 
系爭規定一一律禁止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為上開交易行為；系爭 
規定二明定違反系爭規定一者處以罰鍰，以確保系爭規定一規範 
之事項能獲得落實，從而杜絕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有上述不當利 
益輸送或造成利益衝突之機會。而又無其他侵害較小之手段可產 
生相同效果，自應認系爭規定一、二係達成前揭立法目的之必要 
手段。 
  系爭規定一雖限制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之工作權、財產權及其 
內涵之營業自由暨契約自由，惟禁止交易之對象僅及於上開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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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全面禁止與上開機關以外之對象進行交易，公職人員及其 
關係人尚非不能與其他營業對象交易，以降低其因交易對象受限 
所遭受之損失，系爭規定一對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工作權、財產 
權等之限制尚未過當，與其所保護之公共利益間，並非顯失均衡 
。綜上，系爭規定一尚未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例原則，與憲 
法第十五條、第二十二條保障人民工作權、財產權及其內涵之營 
業自由暨契約自由之意旨均無違背。   
  系爭規定一完全禁止公職人員及其關係人與上開機關為買賣、 
租賃、承攬等交易行為，固難謂為違憲。惟公務員本應誠實清廉， 
謹慎勤勞，不得有驕恣貪惰等損害名譽之行為；公職人員亦依法 
有迴避及不得假藉職務上之權力、機會或方法圖其本人及其關係 
人利益之義務，違反者應受處罰（公務員服務法第五條、第六條 
；利益衝突迴避法第六條、第七條、第十四條、第十六條至第十 
八條；行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規定參照）。而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因未具有公職人員身分，並無上開迴避或禁止圖利之義務可言。 
故國家對公職人員之要求自應較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為高。系爭規 
定一就公職人員之關係人部分，若因禁止其參與交易之競爭，將 
造成其他少數參與交易者之壟斷，反而顯不利於公共利益，於此 
情形，苟上開機關於交易過程中已行公開公平之程序，而有充分 
之防弊規制，是否仍有造成不當利益輸送或利益衝突之虞，而有 
禁止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交易之必要，相關機關應儘速通盤檢討改 
進。  
  系爭規定二處違規交易行為金額一倍至三倍之罰鍰，固已預留 
視違規情節輕重而予處罰之裁量範圍，惟交易行為之金額通常遠 
高甚或數倍於交易行為所得利益，又例如於重大工程之交易，其 
交易金額往往甚鉅，縱然處最低度交易金額一倍之罰鍰，違規者 
恐亦無力負擔。系爭規定二可能造成個案顯然過苛之處罰，立法 
者就此未設適當之調整機制，其處罰已逾越必要之程度，不符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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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二十三條之比例原則，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 
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至遲於屆滿一年時失其效力。 
  至聲請人認利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三）規 
範對象過廣，違反憲法比例原則；法務部中華民國九十三年十一 
月十六日法政決字第Ｏ九三ＯＯ四一九九八號函釋（下稱系爭函 
釋），牴觸憲法平等原則、比例原則、法律明確性原則、信賴保 
護原則及法律不溯及既往原則之疑義，聲請解釋部分，核其等指 
摘，僅係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泛稱系爭規定三及系爭函釋 
違憲，尚難謂於客觀上已具體指摘系爭規定三及系爭函釋有何牴 
觸憲法之處。是此部分之聲請，核與司法院大法官審理案件法第 
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不合，依同條第三項規定，應不受理，併 
此指明。 
 

判解新訊 
※辦理土地登記時並不進行實質審查，故以不實 

 文件登記致影響交易安全及登記公信力，即構 
 成使公務員登載不實罪 
裁判字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02年訴字第 606 號刑事判決               

案由摘要：偽造有價證券等 

裁判日期：民國 102年 11 月 7 日 

要  旨：按地政機關人員於人民申請辦理土地相關登記事項， 

乃依照申請人提出之書面辦理登記，並不進行實質審 

查，若申請人以不實文件申請登記，經承辦人登載於 

職務上所掌之土地、建物登記及所有權狀等資料，自 

已使地政機關之登記發生不正確之結果，足以影響大 

眾交易安全及使地政機關之不動產登記喪失公信力， 

當屬刑法第 214 條使公務員登載不實事項於公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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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共有物判決屬形成判決，法院判決時即發 

 生效果，自不得以未來請求移轉登記，停止形 
 成判決效力發生 
裁判字號：號最高法院 102年台上字第 2202 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請求履行協議 

裁判日期：民國 102年 11 月 20 日 

要  旨：買賣土地中之特定部分時，除出賣人無法將該特定部 

分分割並移轉登記與買受人外，買受人並不得請求出 

賣人計算就該特定部分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使 

其與原所有人共有土地。又共有人得隨時請求分割共 

有物，故僅有各共有人存在分割請求權。另分割共有 

物之判決屬於形成判決，於法院判決確定時，即發生 

共有物分割之效果，自不得以未來所請求之移轉登記 

，停止形成判決效力發生。 

 

※土地租金數額應申報地價為其基礎，並參酌周 

 圍繁榮程度及交通狀況等因素，自非均以最高 
 限額為準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2年重上字第 139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拆屋還地等 

裁判日期：民國 102年 11 月 21 日 

要  旨：按土地法第 97 條第 1 項規定，城市地方房屋之租金， 

以不超過土地及其建築物申報總價年息 10％ 為限。 

又土地及建築物之總價額，按該法施行法第 25 條規 

定，係土地價額依法定地價，建築物價額依該管直轄 

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估定之價額。故土地所有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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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申報之地價，為法定地價。有關土地租金數額之訂 

定，除依所申報之地價為其基礎外，亦應參酌其所在 

位置之繁榮程度及交通狀況等因素，並非均以申報總 

地價年息 10％為準。  

 

※不動產物權之移轉，除應以書面辦理外，亦須 

 經法定登記手續，始生物權變動之效力 
裁判字號：臺北高等行政法院 102年訴字第 1028 號判決 

案由摘要：綜合所得稅 

裁判日期：民國 102年 12 月 5 日 

要  旨：按移轉不動產物權，應以書面辦理，亦須履行法定登 

記手續，始生物權變動效力。故不動產物權移轉契約 

倘未依法成立，自不生移轉效力，又縱有成立，但未 

辦理登記手續，亦不生物權變動效力。換言之，當事 

成立物權契約後，尚應向地政機關辦理登記。所謂出 

售房地，係指買賣雙方訂定不動產買賣契約後，由出 

賣人將不動產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給買受人，買受人因 

而取得不動產之所有權。至預售屋買賣，則係對將來 

確定之特定物進行買賣，但有衡酌締約當時尚未完成 

不動產所有權之保存登記。 

 

※分割共有物之方法，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 
 有物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全體共有人利益等， 

 以為公平裁量 
裁判字號：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102年竹簡字第 364 號民事簡易判 

     決 

案由摘要：代位請求分割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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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日期：民國 102年 12 月 13 日 

要  旨：「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定之方法行之」、「分 

割之方法不能協定決定，或於協定決定後因消滅時效 

完成經共有人拒絕履行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 

求，命為下列之分配：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民 

法第 824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本文分有明文。而分割之 

方法，固可由法院自由裁量，不受共有人主張之拘束 

，但仍應斟酌當事人之聲明、共有物之性質、經濟效 

用及全體共有人利益等，以為公平裁量。 

 

十二月份重要會務動態 
102/12/02 公平交易委員會假中國文化大學建國本部大夏館（國際 

會議廳）舉辦「專門職業與競爭研討會」，本會李監事 
會召集人孟奎代表出席參加。 

102/12/03本會為解說並溝通地政士法第51條之1條文修正推動案 

拜會立法院陳怡潔委員及林鴻池委員等，出席代表名單 

如下：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  
蘇理事長榮淇、蘇副秘書長麗環 
台北市地政士公會 胡榮譽理事長剛毅 

102/12/03本會為解說並溝通地政士法第51條之1條文修正推動案 

拜會立法院段宜康委員，出席代表名單如下：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  

王榮譽理事長進祥、蘇副秘書長麗環 

102/12/03 內政部召開研商「登記機關依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規定 

辦理訴訟繫屬註記登記疑義」會議，本會由高秘書長欽 

明、陳主任委員文旺代表出席參加。 

102/12/04 本會函知所屬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有關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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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第8屆第4會期內政委員會第16次全體委員會議即 

將於上午 9時，進行地政士法第五十一條之一條文修正 

案之審議，敬請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薦派代 

表（請含理事長暨另指派幹部 2位）蒞臨現場關心，以 

利爭取旁聽機會，出席代表如下： 

102/12/06 內政部召開研商修正「不動產說明書應記載及不得記載 

事項」第 10 次會議，本會由葉會務諮詢文生代表出席參 

加。 

102/12/06本會為解說並溝通地政士法第51條之1條文修正推動案 

拜會中國國民黨中央政策執行長林鴻池委員，出席代表 

名單如下： 

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  

蘇理事長榮淇、李監事會召集人孟奎 

新北市地政市公會   

張常務監事瑞緞、蔡理事明輝、阮理事子斌、李理事晏 

彰、吳理事金典、謝理事義郎、呂理事耀元、林理事妙 

儀 

台北市地政士公會  

胡榮譽理事長剛毅、蘇總幹事麗環 

102/12/06 臺中市政府函示－ 

「有關本市葉裕州地政士因無意願繼續辦理簽證業務 

乙案，原核准（100）中市地士簽字第 14 號簽證人名冊 

依地政士法第 20 條第 1款規定予以廢止」。 

102/12/06 內政部函知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為已興建農舍 

之耕地，如符合農業發展條例第 16 條規定，得辦理分割 

，為仍須受同條例第 18 條第 4項規定限制，相關規定略 

謂如下： 

一、查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年 11 月 26 日前揭函釋略 

以：「⋯查農業發展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第 16 

條定有耕地分割之例外規定，爰相關案件如合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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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例第 16 條得辦理分割之條件者，即已申請興建農 

舍之農業用地不得重複申請，不得解除套繪管制， 

⋯」已就上揭事項予以說明，請照辦。 

二、另對於已興建農舍之耕地辦理分割實務作業如有法 

令疑義，或就內政部 90年 2 月 9 日台內地字第 8918 

595 號；90 年 4 月 9 日台內地字第 9060635 號；90 

年 12 月 21 日台內地字第 9078125 號函有建議事項 

，亦請彙整相關資料併同研擬意見，請於文到後 1 

週內報部憑辦，如無意見亦請來函告知。 

102/12/09 內政部營建署函送本會，有關 102年度租屋服務平臺之 

        海報及摺頁。 

102/12/10行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召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契約應記 

載及不得記載事項」及「預售屋買賣契約書範本」修正 

（草案）協調會，本會由黃理事仁成（台北市公會）代 

表出席參加。 

102/12/16 內政部函送本會，有關該部研商「登記機關依民事訴訟 

法第 254 條規定辦理訴訟繫屬註記登記疑義」會議紀錄 

乙份。 

102/12/20 臺北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召開研訂「臺北市容積銀行機制 

」第三次專家學者座談會，本會范理事之虹、黃顧問朝 

輝代表出席參加。 

102/12/20 行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函送本會，有關該處 102 年 12 月 

10 日召開之「預售屋買賣契約書範本暨其定型化契約應 

記載及不得記載事項（草案）」協調會會議紀錄。 

102/12/20 內政部召開研商修正「不動產說明書應記載及不得記載 

事項」第 11 次會議，本會由葉會務諮詢委員文生代表出 

席參加。 

102/12/20 內政部函知本會，為加強性別平權觀念宣導，以消除傳 

統文化的性別歧視，請於辦理地政士專業訓練時，於民 

法及土地法規等相關課程中適時加強性別平等觀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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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女性財產繼承權權益之維護。 

102/12/20 苗栗縣政府稅務局函送本會，有關修正「土地增值稅契 

稅印花稅電子申報作業要點」。 

102/12/25內政部召開研商都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會議，本會由黃顧問朝輝代表出席參加。 

102/12/26 內政部召開研商「有關建物牆壁外圍之樑柱、得否辦理 

建物產權測繪登記」會議，本會由范理事之虹、黃顧問 

朝輝代表出席參加。 

102/12/27內政部召開研商有關地政機關配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 

法規定辦理註記及執行事宜會議，本會由王副理事長又 

興、王名譽理事漢智、林名譽理事志星、阮名譽理事森 

圳代表出席參加。 

102/12/27 內政部函送本會，有關「地政機關配合民事訴訟法第 254 

條第 5 項規定辦理訴訟繫屬註記登記之處理事宜」解釋 

令乙份。 

102/12/27 內政部函送本會，有關「土地法」第 37 條之 1第 3 項及 

「地政士法」第 49 條、第 50 條有關擅自以地政士「為 

業」認定之解釋令乙份，相關說明略謂如下： 

一、凡非地政士代理之案件，委託人及代理人均應於登 

記申請書或委託書內簽註切結。委託人切結：「本 

人未給付報酬予代理人，如有虛偽不實，願負法律 

責任。」；代理人切結：「本人並非以代理申請土 

地登記為業，且未收取報酬，如有虛偽不實，願負 

法律責任。」並由委託人及代理人分別簽章。 

二、領有地政士開業執照者，代理申請土地登記案件時 

，不得以切結方式聲明非以地政士身分執業。凡非 

地政士代理之案件，登記機關應予建檔統計，以利 

爾後之稽核與查證，如發現代理人所簽註之切結有 

不實情事者，應即追究其法律責任。 

三、未依法取得地政士證書或地政士證書經撤銷或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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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領有地政士開業執照、未加入地政士公會、領 

有開業執照而其有效期限屆滿未重行換照、領有地 

政士開業執照經撤銷、廢止或受停止執行業務處分 

者，其代理之案件，登記機關應於每月十日以前， 

運用電腦作業系統列印清冊，函送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查處。如經處罰鍰者，應函知所屬登記機關 

及其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102/12/27 內政部函知本會，有關敦聘黃榮譽理事長志偉、林榮譽 

理事長旺根擔任「都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委員， 

聘期自 103年 1 月 1 日起至 103年 12 月 31 日，隨函檢 

附聘函 2份。 

102/12/30 臺北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函送本會，有關該局 102 年 12 

月 20 日召開「研訂『臺北市容積銀行機制』第三次專家 

學者座談會」會議紀錄乙份。 

102/12/30本會假台北市松江路召開實價登錄修法說明溝通事宜座 

談會，出席名單計有德明財經科大不動產投資經營系花 

副教授敬群以及本會蘇理事長榮淇、王名譽理事長國雄 

、黃榮譽理事長志偉、王榮譽理事長進祥暨台北市地政 

士公會張理事長義權、高名譽理事長欽明、凃理事世忠 

、蘇總幹事麗環等共同出席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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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年 12 月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數  啟用日期：103年 1 月 8 日 
    月份 

年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52年  663.6 663.2 661.5 657.3 663.2 668.8 677.2 675.8 655.6 656 664.1 665.8

民國 53年  664.9 664.1 666.2 670.6 667.9 673.6 678.5 671.4 661.9 651.9 653.1 661.9

民國 54年  670.6 672.7 675 672.7 668.8 665.8 664.9 661.1 657.7 663.2 661.9 657.7

民國 55年  659.4 668.8 669.7 665.4 664.1 648.6 647.8 651 637.7 633.4 642.1 647

民國 56年  642.1 630.3 641.3 642.5 640.1 635 626.9 628 621.9 625 625.7 619.7

民國 57年  616.7 621.6 619.3 594.3 590.9 580.5 571.2 556.7 565.2 561.5 572.5 584.5

民國 58年  579.6 572.2 574.1 571.5 577.9 572.8 561.2 550.1 550.4 504.8 527.6 552.5

民國 59年  558.8 549.5 546.3 543.5 546.3 550.4 541.7 526.2 513.1 520.9 527.3 532.5

民國 60年  523 525.2 527.6 528.9 528.1 528.1 527.8 519.1 519.3 515.7 517.2 518.5

民國 61年  526.2 515.2 516.2 515.7 513.4 508 503.6 486.4 487.8 507.5 514.1 505.3

民國 62年  518.8 511.3 513.1 505.6 499.2 493.9 480.3 470 450.9 417.9 409.8 407.3

民國 63年  371.1 322.2 317.8 320 322.6 323.7 319.5 315.9 306.1 306.6 302.3 304.1

民國 64年  306.9 306.5 309.1 307.1 306.9 300.2 300.2 299 299.4 295.6 298 303.4

民國 65年  298.3 297.1 294.8 294.1 295.6 296.8 295.5 293.4 293.7 295.3 295.9 292.7

民國 66年  289 284.3 285.4 283.3 282.1 273.5 273.2 261.6 265.4 268.3 272.9 274.3

民國 67年  269.6 267.6 267.3 262.4 262.6 262.8 263.6 258.8 254.9 252.8 253.6 254.8

民國 68年  253.9 252.7 249.3 244.5 242.4 239.9 237.8 231.8 224.5 225.1 228.3 226.4

民國 69年  217.6 213.3 212.2 211.1 207.2 201.8 200.4 195.9 188.6 185.3 185.1 185.3

民國 70年  177.3 174.3 173.6 172.9 173.5 171.9 171.3 169.6 167.6 168.5 169.7 169.9

民國 71年  168.8 169.3 168.9 168.5 167.4 167.1 167.2 162.3 163.8 165.1 166.5 165.9

民國 72年  165.8 164.2 163.5 162.8 163.9 162.7 164.5 164.6 164.1 164.2 165.6 167.9

民國 73年  167.7 166.1 165.6 165.3 163.3 163.5 163.9 163.3 162.7 163.4 164.3 165.1

民國 74年 165.1 163.7 163.7 164.5 165 165.2 165.1 165.8 163.1 163.3 165.6 167.3

民國 75年 165.7 165.3 165.3 164.9 164.7 164.3 164.7 163.8 159.7 160.1 162.3 163

民國 76年 163.5 163.8 165.1 164.5 164.5 164.4 162.5 161.2 160.6 162.1 161.6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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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份 
 年份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民國 77年 162.6 163.2 164.2 164 162.1 161.1 161.1 158.9 158.4 157.3 158.1 158.2 

民國 78年 158.2 156.8 156.5 155.1 153.9 154.3 155.1 153.8 149.8 148.4 152.4 153.4 

民國 79年 152.3 152.6 151.4 149.9 148.4 149 148 145.5 140.7 143.8 146.6 146.7 

民國 80年 145.1 144.2 145 144 143.5 143.2 142.2 141.9 141.7 140.3 139.9 141.2 

民國 81年 139.8 138.6 138.4 136.2 135.8 136.1 137.1 137.8 133.5 133.5 135.7 136.6 

民國 82年 134.9 134.5 134.1 132.6 133 130.5 132.8 133.3 132.5 131.9 131.6 130.5 

民國 83年 131.1 129.4 129.8 128.6 127.4 127.7 127.5 124.5 124.2 125.5 126.7 127.2 

民國 84年 124.6 125.1 124.9 123.1 123.4 122 122.8 122.4 121.7 122 121.5 121.6 

民國 85年 121.8 120.6 121.3 119.8 119.9 119.2 121 116.6 117.2 117.7 117.8 118.6 

民國 86年 119.4 118.2 120 119.2 119 117.1 117.1 117.2 116.5 118.1 118.4 118.3 

民國 87年 117.1 117.8 117.1 116.7 117.1 115.4 116.1 116.7 116 115.1 113.9 115.8 

民國 88年 116.6 115.4 117.6 116.8 116.5 116.4 117.1 115.4 115.3 114.6 115 115.7 

民國 89年 116 114.3 116.3 115.4 114.7 114.8 115.4 115.1 113.5 113.5 112.4 113.8 

民國 90年 113.4 115.5 115.8 114.9 114.9 115 115.3 114.6 114.1 112.4 113.7 115.7 

民國 91年 115.3 113.9 115.8 114.6 115.2 114.9 114.9 114.9 115 114.3 114.4 114.9 

民國 92年 114 115.7 116 114.8 114.8 115.5 116 115.6 115.2 114.4 114.9 114.9 

民國 93年 114 114.9 115 113.7 113.8 113.5 112.2 112.7 112.1 111.7 113.2 113.1 

民國 94年 113.5 112.7 112.4 111.9 111.2 110.9 109.6 108.8 108.7 108.7 110.4 110.7 

民國 95年 110.5 111.6 112 110.5 109.5 109 108.8 109.4 110 110.1 110.1 109.9 

民國 96年 110.1 109.7 111 109.7 109.5 108.9 109.1 107.7 106.7 104.5 105.1 106.4 

民國 97年 107 105.6 106.8 105.7 105.6 103.7 103.1 102.9 103.5 102 103.1 105 

民國 98年 105.4 107.1 107 106.1 105.7 105.8 105.6 103.7 104.4 104 104.8 105.3 

民國 99年 105.2 104.6 105.6 104.7 104.9 104.6 104.2 104.2 104.1 103.4 103.2 104 

民國 100年 104 103.3 104.2 103.4 103.2 102.6 102.9 102.8 102.7 102.1 102.2 101.9 

民國 101年 101.6 103 102.9 101.9 101.4 100.8 100.4 99.4 99.7 99.8 100.6 100.3 

民國 102年 100.5 100 101.5 100.9 100.7 100.2 100.3 100.2 98.9 99.2 99.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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