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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聯合會第160期稅務地政法令彙刊 

出刊日期：103.10.20 
中央法規 
※修正「夫妻聯合財產更名登記審查要點」第 1 

  點、第 3點規定、「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 
  令補充規定」第 3點規定、「繼承登記法令補 
  充規定」第 83 點規定 

內政部民國 103年 9 月 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66518403 號令 

修正「夫妻聯合財產更名登記審查要點」第一點、第三點、「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令補充規定」第三點及「繼承登記法令補 

充規定」第八十三點規定，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夫妻聯合財產更名登記審查要點」第一點、第三點、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令補充規定」第三點及「繼承登記法

令補充規定」第八十三點規定 

夫妻聯合財產更名登記審查要點第一點、第三點修正規定 

一、夫妻聯合財產中，民國七十四年六月四日以前以妻名義登記 

之不動產，於民國八十六年九月二十六日以前，夫或妻一方 

死亡或夫妻均死亡，而仍以妻之名義登記者，除妻之原有財 

產或特有財產外，得提出第三點規定之文件，申請更名登記 

為夫所有。  

三、申請夫妻聯合財產之更名登記，應提出下列文件之一：  

（一）夫或妻一方死亡，其死亡登記之戶籍謄本，及生存一 

      方與他方之全體繼承人同意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 

（二）夫妻均死亡，其死亡登記之戶籍謄本，及雙方之全體 

      繼承人同意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 

（三）經法院確定判決或其他足資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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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死亡登記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理達 

成查詢者，得免提出；檢附同意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時，當 

事人除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第五款至第八 

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情形外，應親自到場，並依同規則第四十 

條規定程序辦理。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令補充規定第三點修正規定 

三、夫妻聯合財產中，民國七十四年六月四日以前以妻名義為建 

物起造人而取得使用執照之未登記建物，於民國八十六年九 

月二十六日以前，夫或妻一方死亡或夫妻均死亡者，除為妻 

之原有或特有財產外，申請人應提出下列文件之一證明為夫 

所有，始得以夫或夫之繼承人之名義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  

（一）夫或妻一方死亡，其死亡登記之戶籍謄本，及生存一 

      方與他方之全體繼承人同意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 

（二）夫妻均死亡，其死亡登記之戶籍謄本，及雙方之全體 

      繼承人同意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 

（三）經法院確定判決或其他足資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死亡登記之戶籍謄本，能以電腦處理達 

成查詢者，得免提出；檢附同意認定為夫所有之文件時，當 

事人除符合土地登記規則第四十一條第二款、第五款至第八 

款及第十款規定之情形外，應親自到場，並依同規則第四十 

條規定程序辦理。 

繼承登記法令補充規定第八十三點修正規定 

八十三、（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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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聯合財產更名登記審查要點第一點、第三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一、夫妻聯合財產

中，民國七十四年

六月四日以前以

妻名義登記之不

動產，於民國八十

六年九月二十六

日以前，夫或妻一

方死亡或夫妻均

死亡，而仍以妻之

名義登記者，除妻

之原有財產或特

有財產外，得提出

第三點規定之文

件，申請更名登記

為夫所有。 

一、夫妻聯合財產

中，民國七十四年

六月四日以前以

妻名義登 

記之不動產，於民

國八十六年九月

二十六日以前，夫

或妻一方死亡或

夫妻均死亡者，除

妻之原有財產或

特有財產外，仍推

定為夫所有，得申

辦更名登記為夫

所有。 

一、夫妻聯合財產

中，民國七十四年六

月四日以前以妻名義

登記之不動產，除有

民法親屬編施行法第

六條之一列舉婚姻關

係尚存續中且該不動

產仍以妻之名義登

記，或夫妻已離婚而

該不動產仍以妻之名

義登記情形之一者，

得由夫妻在該施行法

條修正生效後一年緩

衝期間內重新認定其

財產之歸屬外，應一

體適用七十四年民法

親屬編修正後之第一

千零十七條規定，故

夫妻聯合財產中，原

以妻名義登記之不動

產，除經法院判決確

認為夫所有，並得據

以為更名登記外，自

民國八十六年九月二

十七日以後，登記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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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原則上不再受理申

請夫妻聯合財產更名

登記。 

二、惟參照法務部一

百零三年六月二十日

法律字第一○三○三

五○三七七○號函

釋，於上開民法親屬

編施行法規定一年緩

衝期屆滿前，夫妻一

方死亡或夫妻均死

亡，而仍以妻名義登

記之不動產，因夫妻

未及於上開緩衝期內

重新認定其歸屬而有

所不明，應由登記機

關依職權審認其所有

權歸屬，故為應實務

作業需求，申請人如

得提出相關證明文件

以供審認確屬為夫所

有，登記機關應得例

外受理其申請更名登

記，爰修正本點規

定，以資明確。 

三、申請夫妻聯合

財 產 之 更 名 登

記，應提出下列文

三、辦理夫妻聯合

財產之更名登記

應檢附下列文件

一、現行規定第一項

各款規定之文件，原

均係針對夫妻聯合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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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之一： 

（一）夫或妻一方

死亡，其死亡登記

之戶籍謄本，及生

存一方與他方之

全體繼承人同意

認定為夫所有之

文件。 

（二）夫妻均死

亡，其死亡登記之

戶籍謄本，及雙方

之全體繼承人同

意認定為夫所有

之文件。 

（三）經法院確定

判決或其他足資

認定為夫所有之

文件。 

前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死亡登記之

戶籍謄本，能以電

腦處理達成查詢

者，得免提出；檢

附同意認定為夫

所有之文件時，當

事人除符合土地

登記規則第四十

一條第二款、第五

之一： 

（一）妻之同意

書。 

（二）離婚登記之

戶籍資料及協議

書或法院判決書

等證明文件足資

認定該不動產為

夫所有者。 

（三）妻已死亡

者，其死亡登記之

戶籍謄本及夫填

具之切結書。死亡

登 記 之 戶 籍 謄

本，能以電腦處理

達成查詢者，得免

提出。 

檢附前項第一款

文件時，妻除符合

土地登記規則第

四 十 一 條 第 二

款、第五款至第八

款及第十款規定

之情形外，應親自

到場，並依同規則

第四十條規定程

序辦理。 

產中，以妻名義登記

之不動產，得適用民

國七十四年民法親屬

編修正前之第一千零

十七規定，推定為夫

所有之情形，所規定

申請更名登記為夫所

有時應提出之文件，

因除有夫妻一方死亡

或夫妻均死亡，而未

及重新認定財產歸屬

之情形外，自民國八

十六年九月二十七日

以後，申請人已無得

再以上開文件申請夫

妻聯合財產更名登

記，爰予刪除之。 

二、又參照民法親屬

編施行法第六條之一

關於在該法條施行一

年緩衝期間內，得由

夫妻共同重新認定其

原以妻名義登記之不

動產歸屬之規定意

旨，對於第一點有關

夫妻一方死亡或夫妻

均死亡之情形，除經

法院判決確定為夫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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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至第八款及第

十款規定之情形

外，應親自到場，

並依同規則第四

十條規定程序辦

理。  

有外，自亦應由生存

一方與他方之全體繼

承人，或雙方之全體

繼承人共同認定其財

產之歸屬，爰修正第

一項各款規定之文

件。 

三、另第一項第三款

所稱「其他足資認定

為夫所有之文件」，

例如夫妻已離婚，且

於上開民法親屬編施

行法規定一年緩衝期

間內，夫或妻一方死

亡或夫妻均死方之情

形，應檢附離婚登記

之戶籍資料及依其情

形同項第一款或第二

款之文件，併予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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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令補充規定第三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三、夫妻聯合財產

中，民國七十四年

六月四日以前以

妻名義為建物起

造人而取得使用

執照之未登記建

物，於民國八十六

年九月二十六日

以前，夫或妻一方

死亡或夫妻均死

亡者，除為妻之原

有 或 特 有 財 產

外，申請人應提出

下列文件之一證

明為夫所有，始得

以夫或夫之繼承

人之名義申請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

登記： 

（一）夫或妻一方

死亡，其死亡登記

之戶籍謄本，及生

存一方與他方之

全體繼承人同意

三、夫妻聯合財產

中，民國七十四年

六月四日以前以

妻名義為建物起

造人而取得使用

執照之未登記建

物，於中華民國八

十六年九月二十

七日前，夫或妻一

方死亡或夫妻均

死亡者，仍推定為

夫所有，除為妻之

原有或特有財產

外，夫得以自己名

義或由夫之繼承

人申辦建物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 

參照法務部一百零三

年六月二十日法律字

第一○三○三五○三

七七○號函釋，夫妻

聯合財產中，民國七

十四年六月四日以前

以妻名義為起造人而

取得使用執照之未登

記建物，於民國八十

六年九月二十六日以

前，夫或妻一方死亡

或夫妻均死亡者，該

財產究應歸屬為妻或

夫所有不明，為免生

爭議，爰修正本點，

規定申請人仍應提出

足資證明為夫所有之

證明文件，始得以夫

或夫之繼承人之名義

申請該建物之所有權

第一次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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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為夫所有之

文件。 

（二）夫妻均死

亡，其死亡登記之

戶籍謄本，及雙方

之全體繼承人同

意認定為夫所有

之文件。 

（三）經法院確定

判決或其他足資

認定為夫所有之

文件。 

前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死亡登記之

戶籍謄本，能以電

腦處理達成查詢

者，得免提出；檢

附同意認定為夫

所有之文件時，當

事人除符合土地

登記規則第四十

一條第二款、第五

款至第八款及第

十款規定之情形

外，應親自到場，

並依同規則第四

十條規定程序辦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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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登記法令補充規定第八十三點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八十三、（刪除） 八十三、夫妻聯合

財產中，民國七十

四年六月四日以

前以妻名義登記

之不動產，於民國

八十六年九月二

十七日以前，夫或

妻一方死亡或夫

妻均死亡者，仍推

定為夫所有，除妻

之原有財產或特

有財產外，得申辦

更名登記為夫所

有或繼承登記。如

妻死亡者，得由夫

提出更名登記之

申請；如夫死亡

者，得由夫之繼承

人於申辦繼承登

記時先申辦更名

為夫名義後連件

辦理繼承登記；夫

妻均死亡者，與夫

死亡者同。 

本點刪除。 

二、參照法務部一百

零三年六月二十日法

律字第一○三○三五

○三七七○號函釋，

夫妻聯合財產中，民

國七十四年六月四日

以前以妻名義登記之

不動產，於民國八十

六年九月二十六日以

前，夫或妻一方死亡

或夫妻均死亡者，該

財產之歸屬逕推定夫

所有，易生爭議。而

內政部訂頒之夫妻聯

合財產更名登記審查

要點第一點及第三點

已配合修正應由申請

人提出相關文件證明

為夫所有後，始得申

請更名為夫所有；又

該要點第八點已規定

夫之繼承人就以妻名

義登記之夫妻聯合財

產申請繼承登記，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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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申辦更名登記為夫

名義後始得辦理繼承

登記，爰本點無再重

複規定之必要。 

 

※修正「非都市土地申請變更為漁民（業）團體 
  興建魚貨運銷場所或相關設施使用興辦事業計 
  畫書審查作業要點」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民國 103年 9 月 15 日農授漁字第 1031346942A 號令 

修正「非都市土地申請變更為漁民（業）團體興建魚貨運銷場所 

或相關設施使用興辦事業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第四點、第六點 

及第五點附表，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非都市土地申請變更為漁民（業）團體興建魚貨運銷 

場所或相關設施使用興辦事業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第四點、第 

六點及第五點附表 

非都市土地申請變更為漁民（業）團體興建魚貨運銷場所或相關

設施使用興辦事業計畫書審查作業要點第四點、第六點修正規定

及第五點附表 

四、漁民（業）團體提出興辦事業用地計畫時，應填具申請書（如 

附件），並檢附下列書件一式七份，向土地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政府申請： 

（一）變更編定及土地使用同意書（應註明同意作為變更以 

      後用途之使用，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者免附）。 

（二）土地登記簿謄本（以最近一個月內核發者為憑）。 

（三）地籍圖謄本（變更範圍以著色註明）。 

（四）興辦事業土地使用計畫書。 

前項第四款之計畫書應包括下列內容：  



~ 11 ~ 
 

（一）計畫緣起及目的。 

（二）現況分析（說明最近二年各月份辦理運銷數量，平均 

      每日集貨之會（社、場）員人數，每日集貨使用交通 

      工具種類，集貨使用之包裝容器種類，集貨實施方法 

      ）。 

（三）資源調查（說明興建集貨場所在地之漁產品生產種類 

      、生產面積、預定區域內已有之運銷設施情形）。 

（四）計畫用地規劃配置圖（比例尺不得少於一千二百分之 

      一，變更範圍及規劃建築物應分別著色標明，計算建 

      蔽率，並註明興建用地之交通、排水等情形）。 

（五）經費說明 

１、土地為購置以興辦事業，應敘明經費來源，並檢 

    附縣（市）主管機關核准文件。 

２、地上建築物經費說明。 

（六）計畫用地位置圖（比例尺不得少於五千分之一）。 

六、申請變更及審查其他注意事項：  

（一）興辦事業計畫使用之基地，如申請前已擅自先行違規 

      使用，移請有關機關依法處罰。 

（二）興辦事業計畫應避免使用高等則或已重劃之農地，盡 

      量使用低產之土地。 

（三）申請用地面積應依第三點建物面積計算，以其建蔽率 

      最高不得超過百分之六十，最低不得低於百分之四十 

      。 

（四）在山坡地範圍內各種使用區之土地，申請辦理建築應 

      依「水土保持法及其施行細則」及「山坡地開發建築 

      管理辦法」之規定。 

（五）申請使用地點位於經濟部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者 

      ，應依水利法施行細則第四十六條第一項規定辦理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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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合法水源證明。 

（六）涉及環境影響評估法規相關規定者，應依其規定辦理 

      。 

（七）申請變更面積超過二公頃應送區域計畫擬訂機關審查 

      。 

（八）本興辦事業計畫書自核准日起一年內未按原計畫辦理 

      者，應予廢止。但有特殊理由者，得報請直轄市、縣 

      （市）政府同意予以延長一年。 

 

※修正「非都市土地作休閒農業使用興辦事業計 

  畫及變更編定審查作業要點」，名稱並修正為 
  「非都市土地作休閒農場內休閒農業設施興辦 
  事業計畫及變更編定審查作業要點」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民國 103年 9 月 18 日農輔字第 1030022910 號令 

修正「非都市土地作休閒農業使用興辦事業計畫及變更編定審查 

作業要點」，名稱並修正為「非都市土地作休閒農場內休閒農業 

設施興辦事業計畫及變更編定審查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非都市土地作休閒農場內休閒農業設施興辦事業計畫 

及變更編定審查作業要點」 

非都市土地作休閒農場內休閒農業設施興辦事業計畫及變更編

定審查作業要點修正規定 

一、為審查休閒農場位於非都市土地興辦事業計畫，並規範辦理 

變更編定之程序，特依據休閒農業輔導管理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經主管機關同意籌設之休閒農場，其經營計畫書列有住宿、 

餐飲、農產品加工（釀造）廠，及農產品與農村文物展示（售 

）及教育解說中心等休閒農業設施者，所坐落土地為非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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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之農業用地，並符合本辦法第十九條第五項規定者，應 

依本要點規定研擬興辦事業計畫辦理非都市土地使用地變更 

編定。 

三、住宿、餐飲、農產品加工（釀造）廠，及農產品與農村文物 

展示（售）及教育解說中心等休閒農業設施以集中設置為原 

則，其建築基地面積計算基準如下： 

（一）單筆需用地之變更，其面積不得小於一百五十平方公 

      尺。 

（二）建蔽率百分之六十，容積率百分之一百八十。但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核定土地使用計畫，其建蔽率 

      及容積率有較嚴格規定者，依核定計畫管制之。 

（三）建築物高度依建築管理法規辦理或不得超過十‧五公 

      尺。 

前項應辦理變更編定之用地除供設置前項休閒農業設施面積 

外，並應包含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 

業要點規定應留設之隔離綠帶或設施，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 

應配置之設施面積。且其總面積，依本辦法第十九條第六項 

規定，不得超過休閒農場內農業用地面積百分之二十。 

四、休閒農場籌設同意之申請人應依同意籌設之經營計畫書所載 

內容，填具申請書（如附件一），並檢附休閒農場同意籌設 

文件及興辦事業計畫書（如附件二）各一式十份，向土地所 

在地之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興辦事業計畫核准。 

前項應檢附文件，如與休閒農場申請籌設併同提出申請者， 

免附休閒農場同意籌設文件。 

申設休閒農場應辦理水土保持或環境影響評估者，其申請人 

應於提出第一項申請時，一併檢附水土保持書件或環境影響 

評估書件提出申辦。 

五、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受理申請後，應先審查文件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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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全，與經營計畫書內容是否相符，及依審查表（如附件三 

）項目進行審查，並應注意下列事項： 

（一）申請變更編定之土地如位於興辦事業計畫應查詢項目 

      表（附件二之附表二）之地區者，應依相關法令規定 

      辦理。 

（二）申請變更編定之土地如位於經濟部公告之嚴重地層下 

      陷地區者，應依水利法施行細則第四十六條第一項規 

      定辦理或取得合法水源證明。 

（三）申請變更編定之土地如位於地質敏感區內者，應依地 

      質法第八條規定辦理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四）申請變更編定之土地應臨接道路，或以私設通路連接 

      道路。其私設通路之寬度應依實施區域計畫地區建築 

      管理辦法及建築技術規則規定辦理。 

（五）申請變更編定之土地，已擅自先行變更使用者，應先 

      依區域計畫法相關法令就違規土地予以裁處並提出相 

      關證明文件，始得受理。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審查興辦事業計畫，得組成專 

案小組審查，必要時並得辦理現場勘查。 

六、休閒農場內依本要點申請變更編定之土地，涉及農業用地變 

    更使用，應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 

    要點規定辦理。 

七、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辦理興辦事業計畫審查時，得併 

同依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審查作業要點及非 

都市土地變更編定執行要點之規定審查。 

興辦事業計畫經審查結果需補正者，應通知申請人於二個月 

內補正，如有正當理由者，得敘明理由，於補正期間屆滿前 

向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展延，其展延次數以二次 

為限，逾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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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興辦事業計畫且取得農業主 

管機關同意農業用地變更使用同意文件後，應函復興辦事業 

人辦理土地變更編定作業，並副知中央主管機關、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地政等相關機關（單位）。 

前項興辦事業計畫核准函中應敘明已依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 

執行要點附錄一（二）審查，尚無各該項目法令規定之禁、 

限建及不得設置或興辦情事。 

申設休閒農場應辦理水土保持或環境影響評估者，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為第一項興辦事業計畫核准前，其水土保 

持申請書件、環境影響評估書件，應經水土保持主管機關或 

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審查通過。 

九、申請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面積達二公頃以上者，應依非都市 

    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三章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辦 

    理土地使用分區變更。 

十、經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內容變更者，應向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提出申請計畫變更。 

興辦事業核准文件經廢止時，直轄市、縣（市）政府農業主 

管機關（單位）應即通知地政主管機關（單位）依相關規定 

辦理；如涉山坡地水土保持事宜，並通知水土保持主管機關 

。 

※修正「非都市土地申請變更作為糧商興建或擴 

  建碾米設備及相關設施使用事業計畫審查作業 
  要點」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民國 103年 9 月 23 日農糧字第 1031093019A 號令 

修正「非都市土地申請變更作為糧商興建或擴建碾米設備及相關 

設施使用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第八點，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非都市土地申請變更作為糧商興建或擴建碾米設備及 

相關設施使用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第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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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申請變更作為糧商興建或擴建碾米設備及相關設施

使用事業計畫審查作業要點第八點修正規定 

八、申請人接獲當地分署同意意見函後，應填具事業計畫申請書 

    （附件二）並檢附下列書件一式七份，向土地所在地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作為糧商興建 

    或擴建碾米設備及相關設施使用： 

（一）完成糧商登記之證明文件及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二）營運計畫書。 

（三）當地分署出具之營運計畫書同意意見函。 

（四）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土地登記謄本。但主管機關能以 

      電子方式取得者，得免予檢附。 

（五）地籍圖謄本（申請使用範圍以著色標明）。 

（六）申請變更編定土地使用同意書（應敘明所有權人同意 

      土地興建或擴建碾米設備及相關設施與地上權登記； 

      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者，免附）。 

（七）農業用地變更使用說明書（非農業用地者，免附）。 

（八）位屬經濟部公告之嚴重地層下陷地區，應依水利法施 

      行細則第四十六條第一項規定辦理或取得合法水源證 

      明文件。 

（九）依非都市土地變更編定執行要點第四點規定之興辦事 

      業計畫應查詢項目之查詢結果。 

（十）其他有關文件。 

 

地政法令 
※核釋「都市更新條例」第 61 條之 1 第 1 項規 

  定，有關由都市更新案實施者以外之人申請建 
  造執照執行事宜，自即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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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民國 103年 9 月 1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8852 號令 

一、都市更新案實施者以外之人申請建造執照，應依都市更新條 

    例第六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其法規之適用，以擬定都市 

    更新事業計畫報核日為準，並應自擬定都市更新事業計畫經 

    核定之日起二年內為之。 

二、本解釋令自即日生效。 

 

※內政部 86年 11 月 25 日台（86）內地字第 
  8683600 號函釋，自即日停止適用 

內政部民國 103年 9 月 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66518404 號函 

旨揭函釋內容，因與本部 103年 9 月 10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3665 

18403 號令修正發布之「夫妻聯合財產更名登記審查要點」第 1 

點、第 3點、「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令補充規定」第 3點及 

「繼承登記法令補充規定」第 83 點規定未合，故自即日停止適 

用；上開規定修正內容，並請至本部地政司全球資訊網／下載專 

區／公文附件下載參閱（http://www.land.moi.gov.tw/chhtml /index. 

asp） 。 

內政部民國 86年 11 月 25 日台（86）內地字第 8683600 號函 

要旨：民國 86年 9 月 27 日〈含〉以後辦理夫妻聯合財產更名登 

      記事宜。 

內容：案經本部邀同法務部、財政部及省市地政機關會商，獲致 

結論如下：「中華民國七十四年六月四日以前結婚，並適 

用聯合財產制之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以妻之名義登記 

之不動產，除妻之原有財產或特有財產外，於中華民國八 

十六年九月二十六日（含）前，夫或妻一方死亡或夫妻均 

死亡，而尚未於上開日期前申辦夫妻聯合財產更名或繼承 

登記者，仍推定為夫所有，如於上開日期之後申辦更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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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承登記者，登記機關應予受理。其申辦更名或繼承登記 

，如妻死亡者，得由夫提出更名登記之申請；如夫死亡者， 

得由夫之繼承人於申辦繼承登記時先申辦更名為夫名義後 

連件辦理繼承登記；夫妻均死亡者，與夫死亡者同。」 

 

※關於司法院釋字第 709 號宣告「都市更新條 
  例」部分條文違憲於 103 年 4 月 26 日失效後 
  ，有關 103 年 4 月 26 日前已申請、現階段暫 

  緩審議之事業概要處理方式，自即日生效 
內政部民國 103年 9 月 29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0447 號令 

關於司法院釋字第七百零九號宣告都市更新條例部分條文違憲於 
一百零三年四月二十六日失效後，有關一百零三年四月二十六日 
前已申請、現階段暫緩審議之事業概要處理方式，依下列規定辦 
理，自即日生效： 
一、於修法完成前，未自行撤回者，於修法完成後，續由各地方 
    主管機關通知申請人於一定期限內補正同意比例後，再續行 
    辦理。 
二、於修法完成前，由實施者逕提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報核者，於 
    核予時程獎勵時，如經審議確認為原事業概要之延續者，仍 
    得保有事業概要申請當時依都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九 
    條申請之時程獎勵。 

 

稅務法令 
※核釋「房屋稅條例」第 14 條、「土地稅減免 

  規則」第 7條有關非營利幼兒園之房屋稅及地 
  價稅徵免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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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民國 103年 9 月 9 日台財稅字第 10300620070 號令 

各級地方政府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9條第 1 項規定委託公益 

性質法人興辦之非營利幼兒園，其供園舍、辦公、員工宿舍使用 

之公有房屋，及供幼兒園直接使用、員工宿舍使用之公有土地， 

適用房屋稅條例第14條第4款及土地稅減免規則第7條第1項第 

5 款規定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但委託機關如有收取租金、權利 

金等其他收益者，不得免徵。 

 

※修正「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所稱進行調查 

  之作業步驟及基準日之認定原則」 
財政部民國 103年 9 月 25 日台財稅字第 10300596890 號令 

一、修正「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所稱進行調查之作業步驟及 

    基準日之認定原則」如附表。 

二、本部 80年 8 月 16 日台財稅第 801253598 號函、82年 11 月 3 

    日台財稅第821501458號函及83年 11月3日台財稅第831618 

    957 號函，自即日廢止。 

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所稱進行調查之作業步驟及基準日之認定

原則 

項         目 作業步驟及基準日之認定原則

一、營利事業所得稅未列選之

查帳案件及擴大書面審核案

件 

（一）審查人員應就非屬擴大

書面審核及擴大書面審核之派

查案件，進行線上審查及核定

作業，經審查無異常之案件，

將審查情形記錄於核定系統。 

（二）經審查發現有異常之案

件，應於當日發函並載明具體

查核範圍，通知營利事業（含

關係人）限期提供帳簿憑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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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料接受調查，以確認異

常事項，並以函查日（即發文

日）為調查基準日。 

二、綜合所得稅漏報、短報、

未申報案件；扣繳義務人及信

託行為受託人之稅務違章案

件  

 

（一）審查人員應就財政部財

政資訊中心送查之待審核定通

知書及各項清冊，依次序進行

審查，並將審查情形於待審核

定通知書及清冊上註明，按日

陳報基層單位主管核章，以資

管制。  

（二）以稅捐稽徵機關針對具

體查核範圍之函查、調卷、調

閱相關資料或其他調查作為之

日為調查基準日，稅捐稽徵機

關應詳予記錄以資查考，並以

最先作為之日為調查基準日。 

三、 營業稅 

（一）申報進銷項資料交查顯

示不同之案件  

（二）異常發票資料之案件

（例如以遺失、作廢、開立不

實統一發票營業人開立之發

票，作為進、銷項憑證） 

（一）稅捐稽徵機關依服務區

分派件數，經辦人員簽收後應

依以下規定辦理。  

（二）下列案件，經辦人員應

於簽收後，發函通知營業人限

期提供帳簿憑證等相關資料接

受調查，以確認涉嫌違章事

實，並以函查日（即發文日）

為調查基準日。  

１、取得不實之統一發票（例

如遺失、作廢、空白、開立不

實統一發票營業人虛開之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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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等）作為進項憑證申報扣

抵或退稅者。  

２、短、漏報銷售額者。 

３、進、銷項稅額不符者。  

４、其他具體涉嫌違章之案件

。  

（三）下列案件，經調卷或調

閱相關資料，可查核確認營業

人涉嫌違章事實，經辦人員應

於簽收當日填報「營業人涉嫌

逃漏稅交查資料簽收暨進行調

查報告單」，並調卷或調閱相

關資料，敘明涉嫌違章事實，

並以調卷或調閱相關資料之日

期為調查基準日。  

１、重複申報銷貨退回或折讓

證明單者。  

２、重複申報進項稅額扣抵銷

項稅額者。  

３、未申報進貨退出或折讓證

明單者。  

４、其他具體涉嫌違章之案件

。  

四、已申報遺產稅之查核案件 

 

（一）申報期限內之申報案件 

１、申報期限內已調取資料

者，以申報期限屆滿之次一辦

公日為調查基準日。  

２、申報期限屆滿後始調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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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者，以電腦調取日或函查日

為調查基準日。  

（二）逾申報期限之申報案件  

１、尚未派查案件：  

（１）已預先調取資料：以申

報日為調查基準日。  

（２）申報後始調取資料者，

以電腦調取日或函查日為調查

基準日。  

２、已派查案件：  

（１）已預先調取資料：以派

查日為調查基準日。  

（２）派查後始調取資料者，

以電腦調取日或函查日為調查

基準日。  

（三）前二款以函查日為調查

基準日者，調查函應載明具體

查核範圍。 

五、土地增值稅定期選案調查

或清查案件  

 

（一）稅捐稽徵機關派案人員

應視經辦人員每人每日可辦理

件數，分批交查簽收。  

（二）經辦人員應按交查次

序，於調查或清查作業期間

內，排定日期函請有關單位派

員會同調查或勘查，調查函應

載明具體查核範圍，並以發函

日為調查基準日。 

六、使用牌照稅  （一）警察機關舉發未稅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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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輛：監理機關或稅捐稽徵機關

建檔入案日。  

（二）車輛檢查：車輛檢查查

獲日。  

（三）停車格交查：財政部財

政資訊中心、稅捐稽徵機關或

有關機關檔案交查日。  

（四）其他機關查獲案件：該

機關查獲日。  

七、印花稅檢查、涉嫌違章案

件、交辦調查案件  

 

（一）稅捐稽徵機關查核案

件，以稅捐稽徵機關發函通知

之實施檢查日為調查基準日，

通知函應載明具體查核範圍。 

（二）其他機關通報具體違章

事證案件，以該機關查獲之日

為調查基準日。  

（三）稅捐稽徵機關發函通知

之實施檢查日與其他機關查獲

日不同者，以最先作為之日為

調查基準日。 

八、其他列選案件、個案調查

案件、涉嫌違章案件、臨時交

辦調查案件  

 

（一）稅捐稽徵機關派案人員

應視經辦人員每人每日可辦理

件數，分批交查簽收。  

（二）經辦人員應於交查簽收

當日進行函查、調卷、調閱相

關資料或其他相同作為，並應

詳予記錄以資查考，藉昭公信。

（三）進行函查者，其調查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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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載明具體查核範圍；進行調

查之作為有數個時，以最先作

為之日為調查基準日。 

（四）調查基準日以前補報並

補繳或核定之日以後就核定內

容以外之所漏稅款補報並補繳

者，適用自動補報並補繳免罰

之規定。 

 

※核釋信託房屋得否適用「房屋稅條例」第 5條 

  第 1項第 1款規定按住家用房屋供自住使用稅 

  率課徵房屋稅相關規定 
財政部民國 103年 9 月 26 日台財稅字第 10304619480 號令 

信託房屋於信託關係存續中由受託人持有，應無房屋稅條例第 

5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按住家用房屋供自住使用稅率課徵房屋稅 

之適用。惟委託人與受益人同屬一人（自益信託），且該房屋仍 

供委託人本人、配偶或其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與該房屋信託 

目的不相違背者，該委託人視同房屋所有權人，如其他要件符合 

「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第 2條規 

定，准按住家用房屋供自住使用稅率課徵房屋稅。 

 

其他法令 

※有關由都市更新案實施者以外之人申請建造 

 執照執行事宜 
 內政部民國 103年 9 月 1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8852 號函 

主旨：核釋「都市更新條例」第 61 條之 1第 1 項規定，有關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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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更新案實施者以外之人申請建造執照執行事宜，自即日 

   生效。 

說明： 

 一、都市更新案實施者以外之人申請建造執照，應依都市更新 

   條例第六十一條之一第一項規定，其法規之適用，以擬定 

   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報核日為準，並應自擬定都市更新事業 

   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二年內為之。 

二、本解釋令自即日生效。 

 

※關於住宅補貼方案租金補貼申請人承租產權 

 為政府機關之出租住宅疑義 
 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3年 9 月 3 日營署宅字第 1030057542 號函 

主旨：關於函詢住宅補貼方案租金補貼申請人承租產權為政府機 
   關之出租住宅疑義案。 
說明： 
一、為協助無自有住宅之中低所得家庭減輕居住負擔，本署自 

96年度起推動住宅補貼方案，考量政府住宅補貼資源有限 

及補貼資源不重複之公平性，若申請人承租政府興辦之出 

租住宅，政府係依較低之租金出租，故不得申請租金補貼 

，並於自建自購住宅貸款利息及租金補貼辦法（以下簡稱 

補貼辦法）第 16 條第 3項規定：「國民住宅承租戶、九二 

一震災新社區或政府興辦之出租住宅承租戶，不得申請租 

金補貼。」 

二、有關 貴局函詢審核租金補貼案，遇有申請人租賃住宅之 

產權為政府機關，惟該機關辦理出租住宅目的係為活化閒 

置資產，並非扶助弱勢解決居住問題，其出租住宅是否屬 

補貼辦法第 16 條不得申請補貼之範圍乙節，若該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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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出租住宅目的為活化閒置資產且其租金係依市場機制 

定價，租金並未較低，則不屬補貼辦法第 16 條不得申請租 

金補貼的範圍。 

 

※檢送內政部 103 年 8 月 21 日召開研商都市更 

 新條例經大法官宣告違憲條文未能於屆期失 

 效前完成立法程序之因應措施第 2次會議紀錄 
內政部民國 103年 9 月 4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9737 號函 

主旨：檢送本部 103 年 8 月 21 日召開研商都市更新條例經大法 

官宣告違憲條文未能於屆期失效前完成立法程序之因應措 

施第 2次會議紀錄 1 份，請 查照。 

說明：依據本部 103 年 8 月 12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8556 號開會 

通知單續辦。  

研商都市更新條例經大法官宣告違憲條文未能於屆期失效前完

成立法程序之因應措施第 2次會議紀錄 

壹、開會時間：103年 8 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2時 30 分 

貳、開會地點：本部營建署 107 會議室 

參、主持人：林次長慈玲 

肆、出席及列席人員：（詳簽到單）      記錄:林純如 

伍、會議結論 

一、關於 103年 4 月 26 日前已申請因同意比例違憲失效暫緩 

審議之事業概要，於立法院修法完成前，續由實施者依 

都市更新條例第10條第2項規定逕提都市更新事業計畫 

者，其事業概要已依都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9條 

規定申請之時程獎勵應予保障。 

二、關於 103年 4 月 26 日前已申請、現階段暫緩審議之事業 

概要處理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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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於修法完成前，未自行撤回者，於修法完成後， 

   續由各地方主管機關通知申請人於一定期限內補 

   正同意比例後，再續行辦理。 

（二）於修法完成前，由實施者逕提都市更新事業計畫 

   報核者，於核予時程獎勵時，如經審議確認為原 

   事業概要之延續者，仍得保有事業概要申請當時 

   依都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 9條申請之時程 

   獎勵。 

（三）請作業單位依法制作業程序發布令釋，俾利實務 

   執行。 

陸、附帶決議 

一、有關本次會議結論，請地方政府函告相關事業概要申請 

  人知悉。 

二、有關地方自治法規對於未經劃定應實施更新之地區自行 

  劃定更新單元，於一定期限內辦理給予類似時程獎勵之 

  特別規範，因事業概要暫緩審議致權益受影響者，為降 

  低違憲失效之影響衝擊，請相關地方政府配合檢討，妥 

  為因應。 

三、有關主管機關依上開結論二（二）核定實施者逕提之都 

  市更新事業計畫時，其原暫緩審議之事業概要如何處理 

  ，請業務單位錄案研議。 

柒、散會（下午 3時 30 分） 

 

※關於 103年度租金補貼申請人為重度智障，可 

  否由其直系親屬代為辦理簽訂及公證房屋租賃 

  契約（承租人為申請人之直系親屬）疑義 
內政部營建署民國 103年 9 月 18 日營署宅字第 103006070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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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自建自購住宅貸款利息及租金補貼辦法第 18 條規定略 

以：「申請租金補貼之住宅應符合下列規定：⋯⋯五、租賃 

契約之承租人應為租金補貼申請人。⋯⋯」。另查民法第 14 

條略以：「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不能為意思 

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不能辨識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 

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年有同居事實之 

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或社會福利機構之聲請，為監 

護之宣告。⋯⋯」、同法第 15 條：「受監護宣告之人，無行 

為能力。」、同法第 76 條：「無行為能力人由法定代理人代 

為意思表示，並代受意思表示。」及同法第 1098 條：「監護 

人於監護權限內，為受監護人之法定代理人。監護人之行為 

與受監護人之利益相反或依法不得代理時，法院得因監護人 

、受監護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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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受監護人選任特別代理人。」。 

二、若租金補貼申請人為重度智障者且依民法相關規定經法院為 

監護之宣告，應由其監護人代為簽訂租賃契約（租賃契約承 

租人仍應為重度智障者本人）；若否，則應依上開規定，租 

賃契約之承租人應為租金補貼申請人。 

 

※補充內政部101年3月26日台內營字第101080 

  2270 號函如說明 
內政部民國 103年 9 月 26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0857 號函 

本部旨揭號函示「接受基地申請許可送出基地之容積移轉，應 

由接受基地全部所有權人申請，並按其接受基地土地持分比例取 

得送出基地所有權，再將送出基地贈與登記為公有。」考量現行 

都市發展密集地區，土地細分之情形及多元之開發方式，補充規 

定為「接受基地申請許可送出基地之容積移轉，應由接受基地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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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所有權人申請，並按其接受基地土地持分比例取得送出基地所 

有權或移入容積換算之送出基地所有權，再將送出基地贈與登記 

為公有。」 

 

※有關簡化新式戶口名簿版本，預定於 103年 12 

  月 1 日起實施 
內政部民國 103年 9 月 26 日台內戶字第 1031200376 號函 

主旨：有關簡化新式戶口名簿版本一案，預定於 103年 12 月 1 日 

      起實施，請 查照。 

說明： 

一、依據本部 103年 8 月 7 日研商簡化新式戶口名簿版本相關 

    事宜會議紀錄（諒達）辦理。 

二、按上揭會議決議略以，為不影響戶役政資訊系統運作效能 

，同時兼顧民眾使用之便利性，戶口名簿以「現住人口、 

省略記事」作為核發基準，再由申請人選擇是否列印非現 

住人口或記事。復為強化民眾對於個人資料保護之觀念， 

戶口名簿增列警語「本資料之蒐集、處理及利用，應遵循 

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範。」納入戶役政資訊系統版本更新 

項目。 

三、有關簡化新式戶口名簿版本，說明如下： 

（一）取消戶口名簿版本名稱，於戶口名簿不再列印甲式 

、乙式、丙式或丁式，以「現住人口、省略記事」 

作為核發基準，由申請人選擇是否列印非現住人口 

或記事，經組合包括 4種態樣（如附件 1）： 

１、現住人口省略記事。 

２、現住人口含詳細記事。 

３、現住人口含同一戶長非現住人口省略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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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現住人口含同一戶長非現住人口有詳細記事。 

（二）於戶口名簿請領紀錄查驗資訊下方增列遵循個人資 

   料保護法之警語，使用文字「本資料之蒐集、處理 

   及利用，應遵循個人資料保護法之規範。」 

（三）配合修正戶口名簿申請書（如附件 2），增列「申 

   請種類」、「封面印碼」、「流水號」等項目，並 

   修正「戶長姓名」下方之「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為「戶長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俾臻明確。 

（四）版本簡化前已核發之新式戶口名簿 4種版本（甲式 

   、乙式、丙式及丁式），仍可供機關查驗使用。 

 

※關於司法院釋字第 709 號宣告都市更新條例部 

  分條文違憲於 103 年 4 月 26 日失效後，有關 

  103年 4 月 26 日前已申請、現階段暫緩審議之 

  事業概要處理方式，自即日生效 
內政部民國 103年 9 月 29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0447 號令 

關於司法院釋字第七百零九號宣告都市更新條例部分條文違憲 

於一百零三年四月二十六日失效後，有關一百零三年四月二十六 

日前已申請、現階段暫緩審議之事業概要處理方式，依下列規定 

辦理，自即日生效：  

一、於修法完成前，未自行撤回者，於修法完成後，續由各地方 

主管機關通知申請人於一定期限內補正同意比例後，再續行 

辦理。 

二、於修法完成前，由實施者逕提都市更新事業計畫報核者，於 

核予時程獎勵時，如經審議確認為原事業概要之延續者，仍 

得保有事業概要申請當時依都市更新建築容積獎勵辦法第九 

條申請之時程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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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都市更新條例第 27 條第 3項第 1款規定 

  執行疑義 
內政部民國 103年 9 月 30 日內授營更字第 1030811177 號函 

一、按都市更新條例（下稱本條例）第 9條第 1項規定，經劃定 

應實施更新地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下列方式 

實施都市更新事業：（一）自行實施為實施者；（二）經公 

開評選程序委託都市更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前開委託作業 

並得依本條例施行細則第 5條之 1規定委任所屬機關、委託 

其他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辦理；（三）同意其他機關（構） 

為實施者。另按本條例第 27 條第 3項第 1款規定，都市更新 

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財產得自行辦理、委託其他機關（構） 

辦理或信託予信託機構辦理更新；前開「自行辦理」，依本 

條例之整體關聯意義解釋，倘非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以外之其他公有財產管理機關，應依本條例第 9條第 1項 

規定，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同意其為實施者；且要 

無併依本條例施行細則第 5條之 1規定之適用，本部 102年 

10 月 9 日內授營更字第 1020810169 號函（詳附件）業有明 

示。 

二、另本條例並無限制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所有之土地及建築物 

不得依本條例第 10 條或第 11 條規定申請核准實施都市更新 

事業，並委託都市更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之；惟前開委 

託作業，亦無本條例第 9條第 1項「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都 

市更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及本條例施行細則第 5條之 1規 

定之適用，應由該管公有財產管理機關，另循適法之方式辦 

理之。 

 

判解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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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與人縱為形式上附負擔之贈與，然該負擔實 

  質上仍使受贈人受有利益者，該贈與即不得自 
  贈與總額中扣除 
裁判字號：最高行政法院 103年判字第 303 號判決 

案由摘要：贈與稅 

裁判日期：民國 103年 6 月 19 日 

要  旨：按遺產及贈與稅法第 21 條固規定贈與附有負擔者， 

由受贈人負擔部分應自贈與額中扣除，然在此所稱「 

附有負擔」之贈與，係指贈與契約附有約款，使受贈 

人負擔應為一定給付之債務。而附負擔之贈與，因受 

贈人對所附之負擔實質上並未受有無償取得財產之利 

益，如對此部分仍為贈與稅之核課，尚與贈與稅係對 

贈與人因贈與所獲財產利益而課徵之意旨有悖。是以 

，贈與人縱為形式上附負擔之贈與，然該負擔實質上 

仍使受贈人受有利益者，則該形式之負擔因實質上並 

非負擔，自非前開條文所規範應自贈與總額中扣除之 

負擔，自不得從贈與總額中扣除。 

 

※所謂通謀為虛偽意思表示，乃指表意人與相對 

  人互相故意為非真意之表示而言，僅一方無慾 
  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尚不能指為通謀而 
  為虛偽意思表示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 103年上字第 195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確認派下權存在 

裁判日期：民國 103年 7 月 1 日 

要  旨：按確認法律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律 

上利益者，不得提起之。此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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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利益，係指法律關係之存否不明確，原告主觀上認 

其在法律上之地位有不安之狀態存在，且此種不安之 

狀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次按民法第 87 

條第 1 項規定，表意人與相對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 

示者，其意思表示無效。此所謂通謀為虛偽意思表示 

，乃指表意人與相對人互相故意為非真意之表示而 

言，故相對人不僅須知表意人非真意，並須就表意人 

非真意之表示相與為非真意之合意，始為相當，若僅 

一方無慾為其意思表示所拘束之意，而表示與真意不 

符之意思者，尚不能指為通謀而為虛偽意思表示。 

 

※非神明會組織成員因行政機關否准申報處分 

  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欠缺當事人適格，即無 
  從以自己名義實施訴訟 
裁判字號：高雄高等行政法院 103年訴字第 67 號判決 

案由摘要：地籍清理條例 

裁判日期：民國 103年 7 月 1 日 

要  旨：有關神明會土地地籍清理之申報事項，須由管理人或 

三分之一以上會員或信徒推舉代表辦理，就特定訴訟 

標的，因行政機關違法行政行為致生損害者，應為神 

明會會員或信徒等成員。至非神明會之組織成員，縱 

具經濟、情感或其他事實利害關係，亦無從就該訴訟 

標的以自己名義為原告實施訴訟。 

 

※共有人其一之建築物所占有土地，分歸他共有 

  人取得，他共有人不能完全使用其分得之土地 
  ，該共有人應負不減少該地通常效用之擔保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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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拆除房屋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103年上易字第 76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拆屋還地 

裁判日期：民國 103年 7 月 1 日 

要  旨：按共有物之分割，經分割形成判決確定者，即生共有 

關係終止及各自取得分得部分所有權之效力又各共有 

人對於他共有人因分割而得之物，按其應有部分，負 

與出賣人同一之擔保責任。而共有土地經協議分割並 

辦竣登記後，各共有人就其分割所得部分，有單獨之 

所有權；如其中一共有人之建築物所占有之土地，分 

歸他共有人取得，他共有人即不能完全使用其分得之 

土地，該共有人應負不減少該地通常效用之擔保責任 

，應拆除房屋，他共有人本於其所有權，自得請求除 

去該建築物。 

 

※所謂私有土地成為公共需用湖澤或水道，所有 
  權雖視為消滅，但並非物理上滅失，故回復原 
  狀時，所有權即回復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3年台上字第 1407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請求確認土地所有權存在等 

裁判日期：民國 103年 7 月 10 日 

要  旨：按土地法第 12 條第 1 項所謂私有土地因成為公共需 

用之湖澤或可通運之水道，其所有權視為消滅，並非 

土地物理上之滅失，所有權亦僅擬制消滅，當該土地 

回復原狀時，依同條第 2項之規定，原土地所有人之 

所有權當然回復，無待申請地政機關核准。至同項所 

稱「經原所有權人證明為其原有」，乃行政程序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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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之證明方法，不因之影響其實體上權利。 

 

※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屬國家賠償法特別規定 

  ，未規定之請求權消滅時效，即應依國家賠償 
  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判斷之 
裁判字號：臺灣高等法院民事 102年上國易字第 18 號判決 

案由摘要：國家賠償 

裁判日期：民國 103年 7 月 16 日 

要  旨：按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係就職司土地登記事 

務之公務員因故意或過失不法侵害人民權利，而由該 

公務員所屬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核屬國家賠償 

法之特別規定。而土地法就該賠償請求權既未規定其 

消滅時效期間，即應依國家賠償法第 8條第 1項之規 

定判斷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否已罹於時效而消滅。 

 

※不動產借名登記契約為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 

  債權契約，僅為內部約定，其效力不及於第 
  三人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3年台上字第 1518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 

裁判日期：民國 103年 7 月 24 日 

要  旨：不動產借名登記契約為借名人與出名人間之債權契約 

，出名人依其與借名人間借名登記契約之約定，通常 

固無管理、使用、收益、處分借名財產之權利，然此 

僅為內部約定，其效力不及於第三人。出名人既登記 

為該不動產之所有權人，其將該不動產處分移轉登記 

予第三人，自屬有權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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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價稅之課徵與要求污染行為人清理污染之 

  管制目的不同，故得否免徵地價稅，仍應符 
  合減免條件 
裁判字號：最高行政法院 103年判字第 410 號判決 

案由摘要：地價稅 
裁判日期：民國 103年 7 月 25 日 

要  旨：受污染之土地是否屬技術上之無法使用，自非以經公 

告為污染場址為其唯一要件，仍須於公告為污染控制 

場址期間均無法使用為，倘仍可能低度使用，則不得 

據以減免地價稅。又土壤污染管制區內並非絕對禁止 

開發、建築及利用行為等，而係原則禁止、例外准許 

，故土地不因而完全無法利用。另地價稅之課徵與要 

求污染行為人清理污染之管制目的不同，故得否免徵 

地價稅，仍應符合減免條件。至土地亦有多種使用方 

式，除處分、建築、開發外，亦包含停車、舉辦活動 

或供休憩使用，自難謂其完全不能使用。 

 

※既成道路具公用地役關係，雖不須精確認定使 

  用始期，但非指如能明確認定其使用始期，即 
  不成立公用地役關係 
裁判字號：最高行政法院 103年判字第 412 號判決 

案由摘要：確認公法上法律關係成立（不成立） 

裁判日期：民國 103年 7 月 25 日 

要  旨：既成道路是否成立公用地役關係，其應為不特定之公 

眾通行所必要，於公眾通行之初，土地所有權人亦無 

阻止，又經歷年代久遠且未曾中斷，形成具公共用物 

性質之關係。雖不必限於時間，但仍應時日長久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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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無法記憶其確實開始，而僅能知其梗概。又雖不 

須能精確認定開始使用之時間，但仍須有一般人大概 

所認識之開始使用時間，且期間已為長久，此亦非謂 

如能明確認定既成道路之開始使用時間，即不成立公 

用地役關係。 

 

※納稅義務人申請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免徵遺 

  產稅時，應檢具農地農用證明書，倘未能檢 
  具，自不得辦理 
裁判字號：最高行政法院 103年判字第 413 號判決 

案由摘要：遺產稅 

裁判日期：民國 103年 7 月 25 日 

要  旨：遺產之中，屬於農業使用之農業用地，繼承人承受者 

免徵遺產稅。故繼承時，被繼承人所遺之農業用地， 

應實際上有作農業使用，並自繼承人繼承起，將該農 

業用地繼續供作農業使用，且該土地作農業使用亦應 

自承受之日起 5年，始予免徵遺產稅。又作農業使用 

之農業用地於申請免徵遺產稅時，自應由納稅義務人 

檢具農地農用證明書，持憑向稅捐稽徵機關辦理，倘 

未能檢具，自不得辦理免徵遺產稅。 

 

※79.03.26 前開墾完竣且自行耕作之原住民保 

  留地得設定耕作權。倘難認定申請時有自行耕 
  作之事實，自應否准之 
裁判字號：最高行政法院 103年判字第 419 號判決 

案由摘要：原住民保留地 

裁判日期：民國 103年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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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旨：按原住民保留地開發管理辦法第 8 條第 1 款之規定， 

原住民在該辦法施行前開墾完竣並自行耕作之原住民 

保留地，得申請設定耕作權登記。然其賦予申請人所 

享有之公法上請求權，乃係對已於山地開墾，且長期 

耕作之使用現況加以尊重，故並非僅以開墾完竣為申 

請要件，尚須有持續耕作之狀態，始當足之。倘難認 

定申請耕作權登記時，有自行耕作之事實，且主管機 

關勘驗當時，土地已處荒廢，屬棄耕多年、無人耕作 

之地，從而未准許其申請，自屬於法有據。  

 

※買賣合約書上之印文縱經鑑定與當事人印鑑 

  證明上之印文不符，亦難憑此逕認印鑑章有 
  誤，而否認合約書之真正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3年台上字第 1567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請求給付買賣價金再審之訴 

裁判日期：民國 103年 8 月 6 日 

要  旨：按法院判斷事實之真偽時所憑據之經驗法則，係指人 

類歷史相沿相承，本於經驗累積歸納所得之定則，其 

中包括通常經驗及特別知識經驗。是自不得違反邏輯 

上推論之論理法則，亦不得違背日常生活閱歷所得而 

為一般人知悉之普通法則，或各種專門職業、科學上 

或技術上之特殊法則。其中社會上一般人同時持有多 

個印章之情形，所在多有；且私法契約之簽訂，亦無 

必須蓋用與印鑑證明相同之印文，或蓋用與公法契約 

相同印文之明文或習慣。故尚難逕以買賣合約書上之 

印文，經鑑定與當事人印鑑證明上之印文不符，認該 

買賣合約書上所使用之當事人印章，並非當事人提供 

用以辦理公法契約登記之印鑑章，而否認系爭買賣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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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之真正。 

 

※地籍重測協調合意地籍圖符重測前登記面積 

  ，倘未實地測量，則其未必相符，自非土地 
  法第 46 條之 1所定意旨 
裁判字號：最高法院 103年台簡上字第 16 號民事判決 

案由摘要：請求更正不動產界線（確認界址） 

裁判日期：民國 103年 8 月 8 日 

要  旨：不動產經界不明或有爭執，得以定不動產界線之訴訟 

請求定其所在，屬形成之訴。原告祇須聲明請求定其 

界線所在，自無須主張特定界線。縱有主張一定界線 

卻無法證明，法院仍不能以此為由，駁回其訴。即法 

院可不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按其調查結果定該不動 

產經界。地籍圖重測係地政機關基於職權將原土地所 

有權範圍，以地籍調查及測量等方法，反映於地籍圖 

上。故相鄰土地所有權人於地籍重測所為之協調時， 

就地籍圖符合重測前登記面積之合意，倘尚未實施實 

地測量，則地籍圖上所示未必與實地相符，即非土地 

法第 46 條之 1  所定意旨，土地所有權人亦不得就 

該相鄰界址爭執，提起訴訟救濟。 

 

九月份重要會務動態 
103/09/03 內政部召開中華民國第 19 屆地政貢獻獎評選會議，本會 

蘇理事長榮淇（委員身分）代表出席參加。 

103/09/09 經濟部函知本會，有關已陸續並將逐年分批公告「地質 

敏感區」，為簡化行政流程，有關土地開發行為基地查 

詢有無位於地質敏感區範圍內相關事項，說明略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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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查「地質敏感區劃定變更及廢止辦法」，全國地質 

敏感區目前包括地質遺跡地質敏感區、地下水補注 

地質敏感區、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及山崩與地滑地 

質敏感區等 4種類型，經濟部業將已公告地質敏感 

區之範圍圖說交轄管地方主管機關保管、提供閱覽 

。 

二、依據地質法第 8 條及第 11 條規定，土地開發行為 

基地有全部或一部位於地質敏感區內者，應於申請 

土地開發前，進行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並應於相關法令定須送審之書圖文件中，納入調查 

及評估結果：有關各土地開發行為涉及相關法令如 

須查詢土地是否位於地質敏感區者，為簡化行政流 

程，除已公告地質敏感區分布之行政區應辦理查詢 

外，其餘地區請暫免辦理查詢。 

三、有關已公告之地質敏感區等相關訊息（含已公告地 

質敏感區之行政區）可至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全 

球資訊網（http：//www.moeacgs.gov.tw）/地質法專 

區參閱。 

四、已公告地質敏感區之行政區內土地是否坐落地質敏 

感區，請逕向該土地之轄管地方政府查詢，或至經 

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地質敏感區查詢系統（http： 

//gis.moeacgs.gov.tw/gwh/gsb97-1/sys_2014b/）線上查 

詢並下載列印查詢結果。 

103/09/10 苗栗縣政府函示－ 

本縣地政士湯尚榮因無意願繼續辦理簽證業務，業經本 

會撤回原推薦，本府原核准之 92 苗地簽字第 003 號簽證 

登記依地政士法第 20 條第 1款規定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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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10 內政部函送本會，有關八十六年十一月二十五日台（八 

六）內地字第八六八三六○○號函釋，自即日停止適用 

，相關說明略謂如下： 

上揭函釋內容，因與內政部一百零三年九月十日內授中 

辦地字第一○三六六五一八四○三號令修正發布之「夫 

妻聯合財產更名登記審查要點」第一點、第三點、「建 

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法令補充規定」第三點及「繼承登 

記法令補充規定」第八十三點規定未合，故自即日停止 

適用；上開規定修正內容，並請至內政部地政司全球資 

訊網/下載專區/公文附件下載參閱（http：//www.land.moi. 

gov.tw/chhtml/index.asp）。 

103/09/15 臺中市政府函示－ 

「有關本市游天德地政士因無意願繼續辦理簽證業務一 

案」，依規予以廢止。 

103/09/15 臺北市政府函知本會，有關該府受理都市計畫容積移轉 

申請案件涉及法令變更之處理原則，相關說明略謂如下 

： 

一、臺北市政府受理依內政部訂頒「都市計畫容積移轉 

實施辦理」之申請案件，原訂有「臺北市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以下簡稱原許可條件）， 

臺北市政府嗣於 103 年 6 月 30 日公布「臺北市容 

積移轉審查許可自治條例」（以下簡稱自治條例） 

作為現行申請案件之準據；原許可條件業配合前開 

自治條例之施行，於 103年 7 月 2 日廢止，先予敘 

明。 

二、有關臺北市政府受理之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申請案件 

，涉及法令變更之處理原則，說明如下： 

（一）前原許可條件廢止前提出申請，尚於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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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案件，應續依申請當時法令（原許可條件 

      ）辦理後續事宜。 

（二）於原許可條件廢止前提出申請，如經臺北市 

      政府駁回申請之案件，於法令修正後另案申 

      請移入者，應以新案視之，依現行法令（自 

      治條例）規定辦理。 

（三）接受基地前依原許可條件已申請移入程序中 

      之案件，同一接受基地於法令修正後再次申 

      請移入者，當次申請應以新案視之，依現行 

      法令規定辦理。 

（四）另接受基地於法令修正前後，依不同法令分 

次提出申請者，申請人按其申請移入總量提 

送建築計畫於臺北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委員會時，審議結果涉及容積量 

變更者，申請人得依各該法令配合調整個別 

申請案內容。 

103/09/16 內政部營建署函知本會，曾大仁奉行政院 103年 9 月 12 

日院授人組字第1030046189號令派任內政部營建署署長 

，業遵於本(103)年 9 月 15 日接篆視事。 

103/09/16 本會函知各直轄市、縣市地政士公會，有關即日起至本 

（103）年 12 月 12 日止，受理所屬各會員公會評選推薦 

熱心協助推動會、業務之績優人選，俾憑送本會審查通 

過後，予以敘獎表揚。 

103/09/29 日本司法書士会連合会函送本會，有關該會之（103年 9 

月份）會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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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 9 月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數  啟用日期：103年 10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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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年  677.1 676.2 678.4 682.8 680.1 685.9 690.9 683.7 674 663.8 665 674

民國 54年  682.8 685 687.3 685 681 677.9 677.1 673.2 669.7 675.3 674 669.7

民國 55年  671.4 681 681.9 677.5 676.2 660.4 659.6 662.9 649.4 645 653.8 658.8

民國 56年  653.8 641.8 653 654.2 651.8 646.6 638.3 639.5 633.3 636.4 637.1 631

民國 57年  628 632.9 630.6 605.1 601.7 591.1 581.6 566.8 575.6 571.8 582.9 595.2

民國 58年  590.1 582.6 584.6 582 588.5 583.2 571.5 560.2 560.5 514 537.2 562.6

民國 59年  569 559.6 556.3 553.4 556.3 560.5 551.6 535.8 522.5 530.4 536.9 542.2

民國 60年  532.6 534.7 537.2 538.6 537.8 537.8 537.5 528.5 528.8 525.1 526.7 528

民國 61年  535.8 524.6 525.6 525.1 522.7 517.3 512.8 495.3 496.7 516.8 523.5 514.5

民國 62年  528.3 520.7 522.5 514.8 508.3 502.9 489.1 478.6 459.1 425.5 417.2 414.8

民國 63年  377.8 328 323.6 325.8 328.5 329.6 325.3 321.7 311.7 312.2 307.8 309.6

民國 64年  312.5 312.1 314.7 312.7 312.5 305.7 305.7 304.5 304.9 301 303.4 308.9

民國 65年  303.7 302.6 300.2 299.5 301 302.2 300.9 298.8 299 300.7 301.4 298.1

民國 66年  294.2 289.5 290.7 288.5 287.2 278.5 278.2 266.4 270.2 273.2 277.9 279.3

民國 67年  274.5 272.4 272.2 267.2 267.4 267.6 268.4 263.5 259.6 257.4 258.3 259.4

民國 68年  258.5 257.3 253.9 249 246.8 244.3 242.1 236 228.6 229.2 232.5 230.6

民國 69年  221.5 217.2 216.1 215 211 205.5 204.1 199.5 192.1 188.7 188.5 188.7

民國 70年  180.6 177.5 176.7 176 176.7 175.1 174.4 172.7 170.6 171.6 172.8 173

民國 71年  171.9 172.4 172 171.5 170.5 170.1 170.3 165.3 166.8 168.2 169.5 168.9

民國 72年  168.8 167.2 166.5 165.7 166.9 165.7 167.5 167.6 167.1 167.2 168.6 170.9

民國 73年  170.8 169.1 168.6 168.3 166.3 166.4 166.9 166.3 165.7 166.4 167.3 168.2

民國 74年 168.1 166.7 166.7 167.5 168 168.3 168.1 168.8 166.1 166.2 168.6 170.4

民國 75年 168.8 168.3 168.3 167.9 167.7 167.3 167.7 166.8 162.6 163 165.3 166

民國 76年 166.5 166.8 168.1 167.5 167.5 167.4 165.5 164.1 163.5 165 164.6 162.9

民國 77年 165.6 166.2 167.2 166.9 165.1 164.1 164.1 161.8 161.3 160.1 160.9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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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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年 161.1 159.7 159.3 157.9 156.7 157.2 157.9 156.6 152.6 151.2 155.1 156.2 

民國 79年 155.1 155.3 154.2 152.7 151.1 151.7 150.7 148.2 143.2 146.4 149.3 149.4 

民國 80年 147.7 146.9 147.6 146.6 146.1 145.8 144.8 144.5 144.3 142.9 142.4 143.8 

民國 81年 142.4 141.1 141 138.7 138.2 138.6 139.6 140.3 135.9 135.9 138.1 139.1 

民國 82年 137.4 137 136.5 135 135.4 132.9 135.2 135.8 134.9 134.3 134 132.9 

民國 83年 133.5 131.8 132.1 130.9 129.7 130.1 129.8 126.8 126.4 127.8 129 129.5 

民國 84年 126.8 127.4 127.2 125.4 125.6 124.3 125 124.7 123.9 124.3 123.8 123.8 

民國 85年 124 122.8 123.5 121.9 122.1 121.4 123.2 118.7 119.4 119.8 119.9 120.8 

民國 86年 121.6 120.3 122.2 121.3 121.2 119.2 119.3 119.4 118.6 120.2 120.6 120.4 

民國 87年 119.2 120 119.2 118.8 119.2 117.5 118.3 118.9 118.1 117.2 116 117.9 

民國 88年 118.8 117.5 119.8 118.9 118.6 118.5 119.3 117.5 117.4 116.7 117.1 117.8 

民國 89年 118.1 116.4 118.5 117.5 116.8 116.9 117.6 117.2 115.6 115.5 114.5 115.9 

民國 90年 115.4 117.6 117.9 117 117 117.1 117.4 116.7 116.2 114.4 115.8 117.9 

民國 91年 117.4 116 117.9 116.7 117.3 117 116.9 117 117.1 116.4 116.5 117 

民國 92年 116.1 117.8 118.1 116.9 116.9 117.6 118.1 117.7 117.3 116.5 117 117 

民國 93年 116.1 117 117.1 115.8 115.9 115.6 114.3 114.7 114.1 113.8 115.2 115.2 

民國 94年 115.6 114.8 114.5 113.9 113.3 112.9 111.6 110.8 110.6 110.7 112.4 112.7 

民國 95年 112.6 113.7 114 112.5 111.5 111 110.7 111.4 112 112.1 112.2 111.9 

民國 96年 112.2 111.7 113 111.7 111.5 110.9 111.1 109.7 108.6 106.4 107 108.3 

民國 97年 109 107.6 108.7 107.6 107.5 105.6 105 104.7 105.4 103.9 105 107 

民國 98年 107.4 109 108.9 108.1 107.6 107.7 107.5 105.6 106.3 105.9 106.7 107.2 

民國 99年 107.1 106.5 107.6 106.7 106.8 106.5 106.1 106.1 106 105.3 105.1 105.9 

民國 100年 105.9 105.1 106.1 105.3 105.1 104.4 104.7 104.7 104.6 104 104 103.8 

民國 101年 103.5 104.9 104.7 103.8 103.3 102.6 102.2 101.2 101.6 101.6 102.4 102.2 

民國 102年 102.3 101.9 103.3 102.7 102.5 102 102.2 102 100.7 101 101.7 101.8 

民國 103年 101.5 101.9 101.7 101 100.9 100.4 100.4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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